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固收+”实力战将
张洋领衔的工银瑞信聚润6个月
持有期混合基金（A类：012014，
C类：012015）将开启发行，该基
金以债打底，以股增益，为追求稳
健及弹性收益的投资者提供一款
优质配置工具。7月20日起，投资
者在光大银行、工商银行、中信建
投证券、招商证券、天天基金、蚂
蚁财富等代销机构及工银瑞信基
金官方渠道均可认购。

工银聚润6个月持有期混合是
一只偏债混合型基金，采取典型的
“固收+”策略；其股票资产占基金
资产的比例最高可达40%，其中投
向港股通标的可占股票资产最高
50%，通过A+H股票投资，捕捉更
丰富的跨市场机会， 补足投资版
图；同时，基金还可以通过新股申
购，力求增厚收益。 ■经济信息

近年来， 农行湖南娄底
分行根据当地政府致力于
“大湘西绿色生态茶乡”建设
及“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茶
旅互融”的发展愿景，持续支
持茶叶产业与茶旅观光、茶
旅体验、茶旅度假、茶旅养生
深度融合。至7月中旬，该行
包括支持茶叶种植加工销售
及茶旅融合在内的涉农贷款
总额达91亿元， 较年初净增
14亿余元。

据了解， 娄底市茶叶资
源丰富， 境内遗存众多古茶
园、古茶亭（楼）、茶商号、老
茶厂、马古道等旧址，以及茶
歌、茶调、茶联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拥有多家“老字号”茶
叶品牌。目前，当地茶园种植
面积近15万亩， 全年干毛茶
总产量10000吨，综合产值达

10亿元，拥有茶企、茶叶专业
合作社及茶旅融合实体500多
家，“茶旅融合”成为当地农业
增收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农行娄底分行积极为当
地茶产业发展赋能， 推出了
“茶叶贷”“农户生产经营贷”
等专属信贷产品，支持建设以
新化县为主、涟源市和双峰县
为翼的“一主两翼”茶叶产业
大格局，助力打造“茶区变景
区、茶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
和“茶园美、茶业兴、茶农富、
生态优” 的茶旅融合产业。在
该行等金融机构支持下，辖内
新化县奉家镇渠江源景区建
设高标准生态有机茶园8000
多亩，已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湖南省茶业“十佳旅游休
闲示范基地”。

■王志明 经济信息

本报7月18日讯 基金市场
迎来政策“红包”。7月19日，沪深
交易所将下调基金交易经手费。
交易成本的直接降低， 无疑会让
市场主体更有获得感， 基民也能
从中受益。

上半年，基金市场如火如荼，
新基金发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基金回报率表现也较为优异。下
半年， 基金发行市场延续火热趋
势，近千只基金蓄势待发。

交易所下调基金交易经手费

上交所发布的相关通知显
示，自7月19日起，上交所基金交
易经手费收费标准由按成交金额
的0.0045%双边收取， 下调至按
成交金额的0.004%双边收取，基
金大宗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按调
整后的标准费率同步下浮， 下浮
幅度维持不变， 即按竞价交易经
手费标准的50%向买卖双方收

取。 交易单元使用费收费标准由
原每个交易单元每年5万元，下调
至每个交易单元每年4.5万元。

深交所基金交易经手费收费
标准，7月19日起由按成交金额的
0.00487%双边收取下调至按成
交金额的0.004%双边收取。基金
大宗交易经手费收费标准按调整
后标准费率的50%双边收取。

业内认为， 此次下调基金交
易经手费和交易单元使用费收取
标准， 是监管层直接让利于证券
公司， 券商获得了更大的佣金让
价空间， 从而有机会间接让利于
广大基金投资者， 有望提高投资
者的投资收益， 也有利于吸引更
多机构投资者入场。

下半年近千只新基金密集发行

今年的基金市场， 延续了去
年的火热， 新基金发行规模创下
历史新高， 基金回报率的表现也

比较优异。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

新基金募资总规模达到1.61万亿
元， 为基金行业最好的一个上半
年，同比增幅达到52%。权益类基
金继续发力，发行规模超过1.303
万亿元，占比达到81%。

今年上半年， 公募基金整体
获得7.19%收益（包含主动和被
动两类产品的权益类基金），表现
最好的基金上半年基金净值大涨
超53%。

从下半年情况来看，基金发行
市场竞争颇为激烈。来自证监会最
新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申请
行政许可受理及审核情况公示》显
示，目前已获批尚未发行的基金多
达440只。另据不完全统计，处于申
报阶段的基金目前已超500只。这
意味着，已经获批的基金加上等待
获批的基金接近千只，而绝大多数
基金将在下半年集中发行。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阳飘飘

市场

老年家电需求规模或超600亿，正成为家电行业新思潮

智能家电首发破局抢滩“银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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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记者走访了长沙
一些家电商城， 发现老年家电
市场正在逐渐升温。 这些家电
和普通家电相比， 价格相差无
几，但操作更简单，实用功能也
一应俱全。

“家里有老人最合适！煮米
饭时，一部分淀粉溶于米汤中，
沸腾的米汤从内锅的小孔里流
出， 从而降低米饭的糖分。”位
于芙蓉中路附近的美的家电店
员介绍，“该门店最受欢迎的是
这一款MB-30LH5的低糖电
饭煲，钛金材质，质量更轻，价
格是899元。”

看见记者有些踟蹰， 该店
员打开一款去脂电压锅说，“这
款也不错 ！ 去脂率达到了
92.3%，煲出来的汤又健康又好
喝，也方便老人拆洗。现在为老
人购买去脂电压锅的年轻人也

很多，一周能卖出去五六十台。”
除了电饭煲、压力锅，就连

燃气灶也增加了适合老年人操
作的自动断火功能。“一旦意外
熄火，熄火保护装置就会自动切
断灶具的出气通路，不会继续有
燃气泄漏。” 位于开福寺路万家
乐家电的工作人员李女士，指着
摆放在最显眼位置的灶具说道，
“这款JZT-A2CB的燃气灶销量
最好，售价1175元，有三成购买
者是老年人。”

线下老年电器人气高涨，线
上更是卖得风生水起。“老人可
以通过语音控制这款小米空调
的温度、 时长等。 空调对室内
PM2.5去除率也达到了90.4%，
可有效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据
小米官方旗舰店客服介绍，这款
空调价格为3199元，月销已达到
了2000多件。

“不会用。”7月18日，面对家里的家电，被子女
接来长沙享福的刘奶奶显得有些拘束。“太复杂了”
是当下老人对于智能家电的评价。虽然家电日趋智
能化，复杂的操作却让老人们有些无所适从。

不过，有需求才能催生新的机遇。低糖电饭煲、
去脂电压锅、长者空调……据奥维咨询预测，仅城
镇空巢老年人家庭每年的老年家电需求规模就超
过了600个亿。 日渐崛起的银发市场将是一个巨大
的细分市场，不少商家纷纷布局。

去脂电压锅人气颇高，一周能卖出去五六十台

老年家电的走红， 或源于
其庞大的市场潜力。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结果，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
上人口超2.6亿，在整体人口中
的比重达到18.7%。 据预测，到
202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
口将突破3亿。

正是看到了市场的无限可
能，更多的商家开始入局。

今年5月，美的推出适老化
家电套系的品牌，运用了“电子
感官”的智能家电，比如“电子
鼻”，实时智能监控CO气体，一
旦检测到危险， 报警提示并切
断气阀；“电子眼” 智能检测锅
具干烧状态， 主动关闭气源
……

5月8日， 格力推出馨天翁
长者空调， 为银发群体定制专
属的运行算法， 能够根据年长
者的身体情况， 实现温和制冷
的效果，同时，还配置了制冷全
程防直吹功能。

“随着消费升级，我国老年
人的消费观念正由以前的储蓄
型向生活改善型转化， 并将改

善生活质量作为一大重点， 由此
也带来了‘银发经济’。”业内人士
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针
对银发一族的家电行业布局大
有可为，不过以前主要因为宣传
和产品与需求的错配，导致市场
发展缓慢。

那么， 作为企业又该如何发
力银发家电市场？奥维云网的研
究报告指出，不同生活方式的银
发人群的消费关注点不同。 独居
老人更关注产品功能实用简单，
追求性价比、 安全放心、 结实耐
用；与子女同居老人，更愿意尝试
高科技产品，价格敏感度低，多由
子女付费。

“老年人对家电产品的需求
趋势主要体现在产品操作的简
单性、安全性、提示性、节约性、适
宜性及透明性上。”该业内人士也
建议， 应该尽量扩充一些专门针
对老年人的产品，如智能晾衣杆、
能减少弯腰的推杆吸尘器等，或
者推出专为老年人而设计的语
音提示、定时提醒、声音控制等多
种服务功能的家电产品， 让他们
的生活实现真正的智能化。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向越

银发经济升温，老年家电市场潜力无限

预期

交易经手费下调，基金市场利好落地

农行娄底分行助“茶与远方”共发展工银聚润6个月
持有期混合盛大发行

7 月 18
日， 在长沙一
家家电商城，
市民正在为父
母选购低糖电
饭煲。
记者 卜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