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经济·政治 03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4月27日，央行等四部门发布《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资管新规”）至今，已两月有余。受此影响，
投资理财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其中，银行理
财最大的变化是保本产品和6个月内短期理
财明显减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额存
单、结构性存款等产品井喷式爆发。

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去年11月“资管
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之时，保本理财的发行
比例在32%至33%之间， 而目前保本理财的
发行比例在25%至27%之间， 半年多的时间
下降了6到7个百分点。

当前，股市、债市、汇市、基金、黄金等持
续震荡， 银行理财是不少市民首选的投资渠
道。而在“资管新规”等政策影响下，下半年，
银行理财如何挑选更稳妥？

追求稳健：可买保本理财、结构
性存款

“资管新规”落地后，各大银行均在资管
业务方面进行调整。 记者走访湖南省内银行
获悉，因改革过渡期截止到2020年底，在此
期间，保本理财和6个月内理财产品多家银行
仍然有售。对于稳健型投资者来说，遇到这类
产品仍可以继续买。

“保本理财和6个月以内理财的发行比例
会进一步压缩， 能买到的这两类产品越来越
少， 未来理财产品将以非保本和中长期为
主。”华夏银行长沙分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颜
凯表示。

如果市民追求本金安全， 可选择购买大
额存单、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目前，省内的建

行、招行、中信、光大、兴业、华夏、恒丰等银行
均推了此类产品，是银行理财市场的主力。

融360数据显示， 最近一周结构性存款
的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4.1%。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结构性存款存在收益上限和下限，但
很多银行在明面上只披露收益上限， 让投资
者以为能100%达到，实际上结构性存款与结
构性理财一样， 预期最高收益率是不一定能
达到的。

追求收益：可买开放式净值型理财

“资管新规”发布之后，另一变化是各大
银行加大了净值型理财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推出一批符合新规要求的产品。

比如，光大银行推出首款“阳光金日添利
1号”固定收益类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投
资范围为境内市场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兴
业银行推出“天天万利宝稳利1号(12M)”，每
日开放申购， 客户持有的理财产品将在一个
投资周期(12个月)结束后自动全额赎回，遇
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平安银行推出的“平安财富－180天成
长(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每180个自然
日为一个投资子周期，即该笔认/申购的投资
到期日为T＋180日，起购金额为5万元。

理财产品收益以净值的形式公布， 更为
准确、真实、及时地反应资产的价值。

净值型产品的初始净值设为1，当投资组
合有盈利或亏损的时候， 产品净值就会发生
变动，类似于基金的标价方式。比如：产品的
资产价值盈利20%，净值为1.2；亏损10%，净
值为0.9。

市场在售的很多净值型理财都是开放式
的，收益较高，可以有条件实时赎回，比如工

作日时段可以赎回， 资金能实时到账或是当天
到账，是不错的选择。

目前净值型理财都不保本， 但并没有投资
者想象中那样高风险。它也划分风险等级，以2
级和3级为主，2级理财产品风险偏低，3级属于
中等风险，但实际上亏损的可能性很低。

追求流动性：可买银行现金管理产品

自7月1日开始，在《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
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
见》要求下，货币基金T+0单日取现“1万元封
顶”。作为应对策略，银行纷纷推出类似的现金
管理产品，以补位货币基金。

兴业银行推出了新一代现金管理工具“添
利一号”产品，该产品当天起息、工作日赎回无
限额规定。中信银行则推出了“天天煲”产品，是
一款支持7×24小时实时赎回功能的理财，能
弥补该行此前颇受欢迎的“薪金煲”部分功能。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入湘刚刚两年的恒丰
银行，在售的“周周盈”亦受到市场青睐。该产品
以7天为一个周期，每周都可以赎回和购买，高
收益和流动性兼备，是现金管理的有效工具。

据了解，上述产品，主要投资于低风险现金
类、固定收益类以及资质优良的债券类等基础
金融资产，例如国债、大额可转让存单、现金等。

这类产品不承诺保本，但风险低，赎回便
捷，且收益可观。比如“周周盈”最近一期（6月
27日至7月3日）年化收益率达到5.58%。

对于追求流动性的投资者来说，不妨考虑
这类产品。“赎回一般能即时到账，没额度限制，
非常方便。若当日赎回限额1万，万一有急事，
就比较麻烦。”长沙一位买过现金管理产品的投
资者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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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新规”落地两月有余，投资理财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

银行理财，下半年如何挑选 周云武 陈新

幸福是什么？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答案。
6月16日， 长沙岳麓大道中石油加油

站7名员工在38秒钟内， 成功扑灭突发大
火，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一刻，对
现场所有人来说，安全是最“稳”的幸福。

一次偶然事故化险为夷， 背后有其必
然逻辑。近日，记者深入长沙街道、社区和
生产企业，探寻长沙安全生产“宣教为先、
执法殿后，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的“一体两
翼”工作实践之变。

宣教为先，从“独角戏”到“大合唱”

省会长沙有近800万常住人口，80万
户市场主体，安全生产压力不小。

“事后追责，不如事前教育。”在长沙市
安监局局长胡春山看来，安全生产，最主要
是做好人的思想工作， 这是防止安全生产
事故的大前提。

每逢周末， 长沙高新区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培训中心总是热闹非凡， 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来到这里，在教练的指导下，现场模
拟灭火逃生以及心肺复苏等安全演练，让
孩子们在玩中学到安全知识。

这是长沙市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投
入的一个缩影。去年初，长沙市组建专业、
社区、企业3支宣教队伍，建设安全宣传、安
全培训、安全示范体验3个阵地，实施安全
文化精品、安全知识普及、安全素质提升3
大项目，相继开展安全隐患随手拍、万人应
急大演练、 安监干部上讲台等宣教培训活
动，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宣教大格局，
奏响了安全生产“大合唱”。

压实主体，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在岳麓区雷锋校车服务有限公司，一
块硕大的显示屏上，117台校车运行轨迹
都在工作人员的掌控之中。

“车辆行驶路线、站点停靠，甚至学生
有没有系安全带，都一清二楚。”该公司总

经理张勇介绍， 公司不仅给每台校车都安
装了GPS，还安排人员随机抽查，如果司机
违反相关安全规定，将会在终端“报警”，相
关人员会立即提醒司机改正， 把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

抓安全生产， 关键是抓好企业负责人
这个关键少数。长沙从“预警、治理、惩戒”3
个环节入手，确定“红、橙、黄、蓝”四级安全
风险，定期发布企业安全生产“黑名单”和
“红名单”， 让企业失信行为直接与企业信
用评级、项目审批、投融资等挂钩，促使企
业负责人转变观念，从“要我改”向“我要
改”转变。

创新监管，从“小网格”到“大安全”

一处安全隐患就像一个“地雷”，哪个
环节没有处理好，就容易引爆。

5月31日一大早， 岳麓区学士街道安
全员刘欢在学士桥社区巡查时发现， 九龙
领仕小区34栋电梯门层门地勘与轿厢出
现倾斜， 于是马上打开手机登录“小安大
爱”APP，向街道安全生产全域监管应用指
挥中心云服务平台上报。3天后， 刘欢上门
复查，安全隐患已经排除。

目前，长沙正通过“互联网+安全”，全
方位织密“安全网”。 岳麓区望城坡街道，
4.96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分为87个安全生产
管理网格，安全问题通过“网格通”APP及
时解决；芙蓉区通过“智慧安监”平台织起
群防群治“朋友圈”，两年来消除隐患900
余处；开福区建立“安全隐患一单四制”云
平台，1000余个危险源一目了然。

除了日常监管， 执法部门还施之以雷
霆手段。通过蹲点式执法、解剖式执法、交
流式执法等手段， 时刻倒逼企业夯实主体
责任。今年1至5月，长沙市安监部门责令
24851家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1153家
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行政拘留
1110人，追究刑事责任24人。

安全生产，每天都是新起点。长沙将持
续绷紧安全生产之弦， 让幸福永远由平安
陪伴！

通讯员 陈雨航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7月3日19时，夜幕降临。伴随着逐渐
点亮的万家灯火， 一辆黑色公务车悄悄从
永州市冷水滩区政府大楼驶出， 直奔乡镇
而去。

“干部‘坐风’连着作风，必须从严治理
‘走读’现象，促进干部队伍作风的持续好
转，今天我们去蔡市镇一探究竟，看看情况
如何。”车上，区纪委作风督查组一行临时
决定前往蔡市镇暗访扶贫干部驻村情况。

“你好， 请问扶贫工作队晚上在村里
吗？”19时40分， 刚进入零东圩村活动中
心， 督查组便看见三五成群的村民聚集在
中心广场上，载歌载舞，颇为热闹。

“平时都在的， 现在可能在宿舍吃饭
吧。”经询问，得知扶贫工作队队员们就住
在活动中心对面的便民超市隔壁的平房
内，督查组便直奔扶贫工作队宿舍。

“你好，我们是区纪委作风督查组的工作
人员，你们在开会啊？”推开虚掩的房门，只见
3个扶贫干部正围坐在小桌前讨论着什么。

“你们好！我们刚吃完晚饭，正在开一
个小会， 对近期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和小结。”一人连忙起身招呼。后来得知，这
是扶贫工作队队长刘文忠。

“咱们村脱贫攻坚有些什么成效啊？”

督查组顺势询问， 看工作队对扶贫情况是
否了解。

“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村集体资产从
0元增加到370万元。 目前已经建成酥脆
枣、黄栀子等4个产业基地，还组建了劳务
公司，新建了60千瓦太阳能光伏电站。”面
对询问，扶贫队员们如数家珍。

“现在我们正朝乡村提质的方向努力，
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基础上抓乡村文明建
设，从扶贫到扶智，让村民们都能享受美好
生活。”队长刘文忠补充道。

“现在村里组建了舞蹈队、篮球队、腰
鼓队，每周还在广场上放露天电影，村民闲
暇时间生活也丰富起来了。” 一边介绍，刘
文忠一边带领督查组走到村广场。

中心广场上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扇着
扇子的老大爷，吃着冰棍的小朋友，抱着宝
宝的大姐纷纷被吸引过来， 欣赏村里文艺
队带来的精彩表演。“如今水泥路修到了家
门口，路灯也装好了，在村里干活也有收入
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说起生活变化，
村民易大姐喜笑颜开。

夜色渐浓， 转眼便到了21时。“希望你
们继续保持扎实肯干、 积极热情的工作态
度， 真正沉下身子， 为村民办好事、 谋福
祉！”临别前，督查组给扶贫工作队扎实的
工作作风、认真的工作态度点赞。

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长沙市安全生产“一体两翼”实践综述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甘丽莎）当前正值暑运，铁路客流持
续攀升。长沙火车站今日发布，暑期运输期
间（7月1日至8月31日），车站预计日均发
送旅客5.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

长沙站预计， 受学生放假和返校时间
影响， 客流高峰将集中于7月上中旬与8月
中下旬。其中短途客流以岳阳、衡阳、常德、
株洲、湘潭等省内周边城市为主。

暑运期间， 长沙火车站每天开行普铁
临客9对； 长株潭城际铁路开行城铁列车

51对；石长铁路开行8对。临客具体开行日
期以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为准。

截至5日18时，近期往常德、衡阳、岳
阳方向票源紧俏，往东北三省、西藏、新疆
等方向车票基本售罄，往北京、上海方向
有少量余票。

车站提醒， 通过互联网购票的旅客，
可在车站售票大厅、 进站口南北两侧、第
二售票厅办理取票，也可提前在就近各城
际车站或代售点换取纸质车票。如未换取
纸质车票，将不能进站乘车。

暑运铁路出行热
长沙火车站客流预计增长18.8%
近期往东北、西藏、新疆等方向车票基本售罄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黄雁） 中南地区首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九
元航空今日发布， 将于7月12日开通长沙直
飞广东揭阳潮汕国际机场的低票价新航线。
即日起，旅客可通过九元航空官网和其他第
三方平台购买机票。单程机票289元起。

据介绍，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位于广东
汕头、潮州和揭阳3城交界中心区域，旅客
可通过机场快线分别直达3城中心。

新航线由全新波音737-800型飞机执
飞，每日往返各一班。去程航班，每周一、

二、四、六，6时55分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起飞，8时35分抵达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每
周三、五、日，9时15分从长沙起飞，10时45
分抵达潮汕。回程航班，每周一、二、三、四、
六、日，20时20分从潮汕起飞，21时55分抵
达长沙； 每周五23时40分从潮汕起飞，次
日凌晨1时10分抵达长沙。

该航线单程机票289元起， 相比其他
同时段航班， 价格优惠了15%至40%。9日
起至12日的每晚9时， 旅客还可通过九元
航空微信号和APP抢购特惠机票。

12日起新增长沙直飞潮汕航线
单程机票289元起

湖南日报7月5日讯（金慧 陈都）7月4日
上午，长沙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即
日起在全省率先启动实施城区特困老人家居
适老化改造“千户计划”项目。

“千户计划” 适老化改造对象为长沙市
（含长沙高新区）10个县（市、区）家庭常住人

口中有60岁以上老人，且现有固定住房不适
应老年人生活的城区特困老人家庭。“千户计
划” 项目将对其进行家居环境安全化和无障
碍化改造，包括室内小台阶无障碍改造、卫浴
地面防滑处理、卫浴扶手或抓杆安装、卫浴适
配蹲便器盖板和卫浴适配壁挂式浴凳等内

容，最大限度消除其居家安全隐患。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长沙市60岁

以上老年人口约有130多万人。 因受经济条件制
约，相当一部分特困老人的居家环境还比较差，存
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千户计划”将按照“政府主
导，慈善筹资，社会参与”的模式有序推进，计划每
年改造1000户，用5年左右时间，分期分批推进项
目改造。长沙市老龄办将根据各县（市、区）城区特
困老龄人口数量，把适老化改造名额分配到各县
（市、区），由各县（市、区）老龄办组织辖区内符合
条件的老人进行自愿申报。

长沙启动“千户计划”项目

每年为城区千名特困老人改造“家”

湖南日报7月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
博）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长沙地区用电负荷迅速
增长。记者今天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调控中心获
悉，长沙电网当日最大电力负荷达678.3万千瓦，
创下历史负荷新高，电力迎峰度夏进入关键期。

今年来，通过电网建设“630攻坚”活动，

长沙电网极限供电能力达到720万千瓦，较
去年提升13.4%，有效缓解了供电“卡脖子”
的突出问题。 此轮负荷高峰也是对长沙电网
“630攻坚”活动成效的第一次全面检验。

目前，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已完成第一轮
主、配网方式调整。现阶段，全省电力供应充

足，长沙电网总体运行平稳，各供电区负荷分布
基本均衡，输变电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暂无电力
设备过载运行。但随着高温高负荷天气延续，受
制于省网供电瓶颈以及部分设备重过载运行，
局部地区仍然可能出现用电紧张。

下阶段， 该公司将根据迎峰度夏工作方案
全面落实电网安全运行管理， 开展电网隐患排
查消缺，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和抢修组织，确保电
网设备以良好状态迎接下一轮高峰负荷的考
验。同时，全面做好度夏有序用电及优质服务工
作，确保居民可靠用电。

气温持续攀升 用电迅速增长
长沙电网从容应对今夏首轮负荷高峰

“夜袭”扶贫工作队

湖南日报7月5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李昭菲）今天上午，长沙市公安局原党委
委员、经济侦查支队原支队长胡志国受贿案，
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胡志国在担
任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雨花亭派出所所
长、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副局长、长沙市公
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 长沙县公安

局局长、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局长、长沙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兼经侦支队支队长期间，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刑事立案、案件处理、变
更强制性措施、治安、维稳、扣押款物处理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地位、职权形
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上的行为，在案情打探、公安内部车辆牌照办
理、 非法用地处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1999年至2017年， 胡志国直接或者通过
其妻子、女儿（另案处理）非法索取、收受李某
某（另案处理）等14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及港
币 、 美元和人民币现金共计价值人民币
710.2441万元。

庭审中， 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进行了举
证、质证，就本案有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
充分发表了意见， 被告人胡志国作了最后陈
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本案是长沙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立案调
查并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沙中院提起
公诉的第一起职务犯罪案件。 因案情重大复
杂，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

胡志国受贿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涉案7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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