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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潘海涛

近百家金融机构聚集湖南第二届金博会，体
量和气场可谓空前。 如此大集结、大阅兵，对于竞
争日趋白热化的金融行业而言，热闹之余，又是一
场酣战。

窥一斑而知全豹， 透过展区现场各种布置设
计，可以看出各大银行皆在精心准备，意欲在金博
会大放异彩。

光大电子银行全新亮相
光大银行展位将带来国内外最新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与传统银行业务相比，该行电子银行展台
通过最新的设备演示、24小时实时交易呈现等，打
造最时髦最吸引眼球的金博会热点。

位于展厅一楼左侧的光大银行C019、C020展
示区，将一溜儿排开全新 iPhone和 iPad，并装上最
新推出的手机银行客户端。 参观者可以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体验全新的手机银行服务，也可以拿
出自己的iphone，安装新版手机银行。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推出的手机银行 iPhone和
iPad客户端，将提供包括账户查询、转账汇款、信
用卡账单查询、信用卡还款、账单分期、充值缴费、
机票预订、基金投资在内的多项服务，并结合手机
的定位功能， 提供周边营业网点、ATM自助设备
和特惠商户的查询服务等。 据了解， 目前在苹果
App Store(应用商店 )中 ，光大手机银行 iPhone客
户端凭借设计精美的界面、更加易用的客户体验、
全面的金融服务功能， 在用户评论数量上位居各
家银行之首，与此同时其综合评分达到了五星级。

中信银行“惊现”雪茄吧和高尔夫
某种意义上， 是资本而非其他东西创造了人

类的近现代史。 资本的力量显露无遗。 正因为此，
金融与高端、品质历来都如孪生兄弟、形影不离。

在这一点上，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显然是先行者。
本届金博会上，雪茄吧和模拟高尔夫也将惊现展区。

“雪茄吧代表了一种精英文化，绝不仅仅是抽
雪茄的地方，更是一个高贵的社交场所。在这里，高
端客户之间可以切磋正宗的古巴雪茄的醇香，互
不相识的雪茄客也会因雪茄而产生交流的火花。 ”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我们还
将在金博会展位开设一个高尔夫球道， 有兴趣的

市民都可前来挥杆，感受一下中信的贵宾待遇。 ”

招商银行首推“千鹰展翼”计划
鹰有一双无比强健的翅膀， 只有展开翅膀才

能搏击长空。金融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行业，企业
的成长离不开金融的服务和支持， 创新型企业如
果能得到金融的服务和支持， 如同鹰张开更强壮
的翅膀，势必能取得更快的增长。

金博会期间，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将现场推介
“千鹰展翼”计划。根据计划，招行将为创新型成长
企业提供全面详尽的私募股权综合服务方案。 该
展区的整个设计，动感十足，参观者可现场与招行
工作人员互动， 了解招行独具特色的私募股权综
合服务方案，让你尽享好玩好看好用的种种妙处。

交通银行摆出沃德财富中心
来沃德财富的交行客户， 多半都是被一杯浓

香的咖啡所吸引，此届金博会的现场，交行将在展
会现场呈现一个“浓缩版”的沃德财富中心。

“沃德财富”是品质生活的倡导者，是交通银
行推出针对于VIP客户的“One to One”（一对一）
量身定制服务计划， 即根据客户的不同收支及资
产情况， 交通银行客户经理为每位VIP客户制定
理财计划。 除此以外，外延服务还涉足到机场VIP
服务、收藏品鉴赏、主题沙龙等等。

在展会现场，整个展位将以蓝色为底色，另外将
重点打造VIP空间，延续咖啡吧的特色，宽大、舒适的
沙发加上一杯杯浓情咖啡，让到场嘉宾不进来都难。

本报记者 陈淦璋

借湖南省第二届金博会举办的契机 ，9月15
日，由省政府金融办主办，达晨创投、湖南湘投高
创投和清科集团承办的 “2011中国创业投资暨私
募股权投资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

与这场资本盛宴相映衬的， 是我省股权投资
类企业正在经历的“爆棚式”增长：2006年，省内还
只有3家从事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 现在，
我省以“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为
名注册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已近300家。 省政府金融
办主任张志军认为， 我省在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
市场发展方面取得的良好成效， 对于拓宽省内中
小企业融资渠道起到了积极作用。

解读行业发展密码， 不得不提政府层面所起
的引导作用：

———2006年以来， 省政府金融办每年都会举办
一至两次私募股权融资的会议， 加强境内外股权投
资机构与省内企业的对接。 私募股权融资已受到越
来越多省内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青睐。

———2009年，通过多方努力，我省成为国家新
兴产业创投计划全国首批试点省份。 国家发改委
联合北京、上海、湖南等七省市政府设立创业投资

基金，首批推出20个创投基金试点，我省获批3家，
获批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201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快发展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发布实施。 该《意见》
提出优化投资环境，推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
投资类企业发展， 加强股权投资企业投资方向的
引导，支持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拓展业务。 同年，由
政府引导、省级知名机构牵头、各级投融资中介机
构和项目企业参与的省股权投资协会成立， 此举
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当然，另一大背景，是一线城市创投及私募股
权投资竞争日益加剧， 越来越多机构开始瞩目中
西部地区。 达晨创投董事长刘昼明确表示，回避和
减少一线城市项目是公司的一个主要方向， 达晨
将重点加大在二三线城市的布局。

而我省在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方
面具备较强优势， 拥有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项目资
源和投资项目储备 ，投资 “洼地效应 ”由此倍显 。
“我们正在干的事，是播种第三波。 ”清科集团创始
人倪正东认为， 中国创业者在过去10年中播种了
两次，头一波在2000年，是百度、新浪、阿里巴巴等
公司；第二波在2005年，是人人、360这样的公司，而
现在正是第三波的播种期。

综合 ２０11年9月15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4
湖 南 日 报 社
省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湖南党史人物故事

【生平】

罗健夫（1935-1982），湖南湘乡人。
1951年7月参军，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
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 1959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
及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
公司工作。 1965年，开始研究微电子技
术，1968年， 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
协作，次年作为课题组组长主持研制国
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他以顽强
毅力，短时间内掌握第二外语，攻读电
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
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 1972年、1975
年先后研制出第一台 “图形发生器”、
“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
出重大贡献。 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后，他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
生器。 1982年6月16日，正在调试设备的
他突然病倒， 随后被诊断为晚期淋巴
癌，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7岁。 1983年，
国务院追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009
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故事】

破险尖端忘春秋
图形发生器是电子计算机控制

的自动制版设备。 没有它，研制半导
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不可能。 １９６９
年担任图形发生器任务课题组组长
时，34岁的罗健夫对这一领域十分陌
生。 面对国际封锁和当时国内“文化
大革命”的动乱，科研环境十分艰难。

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
自动控制、精密机械 、应用光学等多

方面知识，而罗健夫大学学的是核物
理，只能一切从头学起。 接到研制任
务后，罗健夫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
书店， 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
为了能够看懂英文资料，罗健夫又自
学了英语 。 在当时那种闭塞的环境
下 ，又赶上 “文化大革命 ”，从头学一
门外语，难度可想而知。

1972年，历时3年，克服重重困难和阻
力， 中国人终于拥有了第一台自己的图
形发生器。 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电子工
业的一个空白。3年后，性能改进的Ⅱ型图
形发生器研制成功， 为研制大型集成电
路微处理机奠定了基础。 Ⅱ型图形发生
器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他平日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并以书中主人公保尔为榜样，
身体力行 ，忘我工作 ，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从不表现自己，被誉为“中国式
保尔”。 作为Ⅰ、Ⅱ、Ⅲ型图形发生器
课题负责人、 主要设计者和研制者，
在呈报科研成果时却要求不署自己
名字，3000元奖金也一分不取。 他婉
言谢绝吸收自己为中国电子学会成
员。 他把个人的待遇、荣誉、地位置之
度外 ， 想得最多的总是其他同志 。
1980年和1981年两次评高级职称时，
他都没有申报，推说自己的水平还不
够。 看淡了职务 、名利 ，罗健夫甘当
“普通一兵”。 他说：“作为一名党员，
自己搞技术比当领导更合适。 ”

1981年10月， 正当罗健夫积极投
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
魔却向他袭来。 但为了Ⅲ型图形发生
器能早日投入使用，他以惊人的毅力，
一直坚持工作。 1982年2月，他被确诊
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罗
健夫要求医生不要将病情告诉家人。
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
不能停。 面对绝症，他看得很开，不止
一次对主治医生说：“你们现在就可以
在我身上做实验， 死后我的身体捐献
给国家，你们可以解剖分析一下，希望
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

罗健夫去世后，1982年11月，时任
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在国防科工
委学习罗健夫的事迹报告大会后，含
着热泪、挥毫写下一首词《长相思》作
为纪念：黄水流，渭水流，流到潼关怒
涛道。 奔腾势不收。 往事稠，国事稠，
破险尖端忘春秋。 为民肝胆酬。

本报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史宣 整理

“中国式保尔”罗健夫
银行各显神通，金博会带你好玩

股权投资类企业已近300家

罗健夫 省委党史研究室 提供

湖南投资
“洼地效应”显现

图为位于长沙市芙蓉路的省工商银行。
（资料图片）龚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