
医药、消费等为代表的核心
资产在经历了年初大幅波动后，
3月中旬以来多个板块迎来了逐
步反弹。受益于此，医药主题基
金也迎来业绩修复，重新成为年
内涨幅榜的明星。 截至5月14
日，普通股票型基金年内涨幅榜
Top10中，医药主题基金占8席，
其中工银瑞信旗下产品就包揽4
席。工银前沿医疗A更是以近五
年375.52%的收益率，问鼎主动
权益类基金同期冠军，基金经理
赵蓓也成为首位主动权益类基
金五年期女冠军。

截至2021年5月14日，工银
聚和一年定开A成立以来净值
增长率为11.2%。

工银瑞信聚和一年定开基
金经理张洋是一位典型的“固收
+”基金经理。张洋注重基本面
研究和量化策略相结合，擅长大
类资产配置和可转债投资。在市
场有机会时力争获取更多的超
额收益，在市场没有机会时力争
守住回撤。在工银瑞信聚和一年
定开混合未来运作周期中，在权
益市场有机会时争取超额回报，
在市场没有机会甚至出现风险
的时候，也希望给投资人守住风
险和回撤的底线，这是做“固收
+”类产品的目标和初衷。

工银前沿医疗问
鼎主动权益基金
五年期冠军

工银瑞信张洋的
回报与回撤之道

相关新闻

5月18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山河科技展台，工作人员有序地对工程机械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布展。5月19日，
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开幕。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辜鹏博 摄

本报5月18日讯 近日，国
家统计局发布了4月70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62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上涨，3个城市持
平，5个城市下跌。 全国新房价
格整体环比涨幅较上月扩大，
36个城市环比涨幅扩大或由跌
转涨， 重庆涨幅1.4%领跑。其
中，长沙环比涨幅0.7%，岳阳环
比涨幅0.2%，常德与上月持平。

具体来看， 新房价格涨幅
居前的城市有：重庆、广州、武
汉、海口、昆明；二手房价格涨幅
居前的城市有： 徐州、 北京、广
州、杭州、泉州。

“新房价格涨幅扩大主要
是由于重点城市新房市场供不
应求，市场预期较强，同时4月
起部分重点城市首批集中供地
成交， 土拍市场热度较高进一

步加强市场预期。”贝壳研究院首
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分析道。

许小乐表示，从未来角度看，
5月以来二手房市场预期整体减
弱，未来房价整体趋稳。值得关注
的是，4月下旬重庆等城市的集中
供地成交对于市场预期的影响已
经显现，5月以来北京等重点城市
集中供地成交热度也较高， 需警
惕后续土地市场热度向新房市场
转移、 进一步向整个住宅市场传
递，而导致市场升温。

“4月， 长沙首批集中挂地信
息已出，今年土地供应量充足，支
撑后期房价上涨预期， 同时人才
政策放宽， 加大长沙对于人才吸
附力， 中长期均利于楼市发展。”
湖南中原地产总经理胡治钢表
示,各项目应提前做好准备，避免
集中入市同质竞争而导致去化压
力大。 ■记者 卜岚

本 报 5 月 18 日 讯 今 日 ，
WGDC2021�第十届全球地理信
息开发者大会在长沙开幕， 百位
行业大咖齐聚于此， 共话科技产
业议题。会上，还首次发布了《湖
南地理信息科技创新白皮书》。
（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据介绍，此次大会以“更智
能、更泛在、更融合”为主题，由湖
南省自然资源厅、 长沙市人民政
府、泰伯网共同主办，中共长沙市
天心区委员会、 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政府、 长沙天心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承办。

在WGDC2021开幕式上，中
国测绘学会、天心区政府、天心经
开区和泰伯网发布了四方合作战
略。天心区人民政府、长沙天心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与企业代表现
场集中签约20个重大合作项目。

WGDC�大会一直被誉为
“科技与产业创新风向标”，已连
续六年发布了《地理空间产业趋
势报告》。

会上，还首次发布了《湖南
地理信息科技创新白皮书》，该
白皮书从宏观趋势、 重大创新、
应用赋能等方面，对湖南地理信
息产业发展举措和成效进行了
全面梳理。

此外，本次大会聚集了十余位
院士和数百位空间信息领域学术
界领军人、产业界领袖以及相关政
府机构领导人，共议新一轮科技革
命背景下产业变革与发展。
■记者杨昱 视频实习生任杏梓

为精英机手打Call，5000+好礼等你拿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免费登记入场，4天时间精彩表演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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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5月19日
至22日，上千家参展企业、大规
模专业买家、慕名而来的观众，
将涌向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览会。 记者今天从展会组委
会获悉，5月19日上午， 随着
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启幕，“巅峰同场、超乎想象”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表演展也将精
彩上演。

现场： 看精英机手挑战高
难度作业，有望获好礼

据介绍，本届表演展对节
目进行创新升级，融企业最新
科技研发成果、机手专业技能
展示、特色潮流表演、沉浸式
互动体验等多种艺术形式于
一体。

表演展现场安排了观众互
动体验区、机手技能PK表演竞
赛区、舞台区、智能无人机械表
演区域。4天里， 每天将表演20
余场，精彩全天不间断。表演展
由多家企业推荐精英机手进入
候选人票池， 然后选出10余位
最强选手参展， 在表演展当日
上演最强对决。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表演展期间将为广大观众送上
惊喜福利， 赠送5000多个精美
挖机模型等好礼。

服务：展会免费入场有技巧

5月19日至22日，上千家参

展企业、 大规模专业买家、慕
名而来的观众，将涌向2021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今
天，展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2000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准备就绪，随时准备为展商
和观众提供免费讲解等多种
优质服务。

作为大型专业性展会，专
业观众、买家团的组织非常重
要。目前，组委会邀请到了包
括专家院士、行业领袖、世界
500强和大型央企国企的负责
人。

“展会预计接待专业观众
30万人次。” 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组委会大客户总监罗玲
玲介绍，其中，组委会负责落
地接待的专业观众达1.7万人，
涵盖长沙市内五区的63家规
模型酒店。

据介绍，此次发动了30多
家省、市单位和数千名工作人
员，为展会顺利举办提供相应
保障。展会准备了约2000台次
的大中型车辆保障， 用于机
场、高铁、酒店与展馆间接驳，
让参展观众从落地长沙开始，
在车乘、入住、观展等方面，都
能感受到展会全方位的服务。

观众想要观展，只需登录
CICEE微信小程序，即可免费
登记，并通过电子二维码快速
入场，并使用小程序中的智慧
导览、展会直播等功能。展会
还推出免费观展讲解服务，观
众可在北登陆厅前台进行预
约， 有3条讲解线路供选择，
可获得更详细、更专业的观展
体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曹娴肖秀芬通讯员易丹

本报5月18日讯 “以
矿山施工为例，今后的发展
方向是无人机进行地形扫
描，挖掘机和运载车联合智
能调度，全天候开展无人作
业。” 今天，2021年工程施
工装备技术与管理创新发
展大会在长沙召开，纵论工
程施工装备的智能化、数字
化、现代化趋势。

本次大会由中国施工
企业管理协会主办， 将持
续至5月19日，也是2021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
子论坛之一。

工程机械市场仍处于
上升期， 尤其在工程施工
领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不少专家在发言中表示，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为工程施工装

备的高智能发展赋能，不
少制造企业已与中国联
通、华为等开展全面合作。
中施企协工程物资设备工
作委员会专家刘兆萄介
绍，物联网技术的实现，有
赖于感知层、 传输层和应
用层这三大架构，搭建“工
地专用网”很有必要。山东
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 技术中心常务
副主任王永认为， 新能源
在工程施工装备领域开展
应用， 最核心的技术是动
力电池， 提高其能量密度
和循环寿命是重点， 在高
海拔严寒地区、 长隧道等
特殊工况下的应用更需要
强力攻关。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陈淦璋

4月全国70城新房价格62城环比上涨，重庆涨幅领跑

长沙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涨幅0.7%

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
工程施工装备大咖“长沙论道”

百位大咖共话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湖南地理信息科技创新白皮书》首次发布

———聚焦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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