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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财富

资讯

一路向南

跟着专列过暖冬
11 天带你轻松玩转南方五岛十城

冬天的寒冷让人只想缩在家里不想出门，但是一想到暖暖的阳
光下蓝蓝的海，便有些坐不住，那就像候鸟一样，飞去南方海边，脱
掉厚重的棉衣，尽情拍照吧。赶紧登上本报与家天下携手打造的
“品鉴南方”专列，11 天轻松玩转五岛十城。众多景点，带你感受南
方的温暖。

行程亮点
A. 一次完美的避寒暖冬游。
B. 游览广东、海南、广西。
C. 浪漫海岛+现代都市+山水风光。
D. 港珠澳大桥+康养海陵岛+海南岛东西线+桂林山水。
E. 全程陪同全心服务。

景点简介
港 珠 澳 大 桥 ，作 为“ 世 界 奇
迹”肯定是必看。行程中，我们
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视角，坐船
观赏珠海、澳门及港珠澳大桥，
真正去感受大桥的磅礴气势、一
望无际。运气好的话，可以在海
上邂逅可爱的白海豚。
还 记 得 电 影《红 海 行 动》
吗？片中撤侨、军舰和海港码头
等片段，都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取
景拍摄的。
海陵岛，有人叫它“南方北戴
河”，还有人称它“东方夏威夷”，
是中国最大的海滨浴场。我们在
岛上特备一晚四星级海景酒店，

你可以静心体验，看红霞满天的
日落美景，还能专享海鲜大餐。
五指山热带雨林是海南省
的象征，因五峰相连形如手指而
得名。在昌化江源头，可以游览
森林景观，享用五指山黎家餐，
品尝正宗的山兰米酒；还有大型
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多媒体
光影，视听震撼突破舞台演出的
想象；最后还有独特的“海南特
色水果宴”。
七星岩，被誉为“水上桂林”，
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和桂林类似，
也是喀斯特溶岩地貌，以岩峰、湖
泊景观为主要特色。

参考行程安排
硬卧上铺：
2599 元/人 硬卧中铺：
2999 元/人 硬卧下铺：
3399 元/人
含往返卧铺、吃、住、交通、责任保险等费用。
景点门票：
景点门票加景区交通车+自费项目打包优惠，
特价 1000 元。
报名截止时间：
2020 年 11 月 15 日
出发时间：
2020 年 11 月 22 日左右（以实际出票为准）
保险：
含旅行社责任险，建议游客再自行购买旅游意外险。
报名地址：
昆明市五华区新闻路 337 号云南日报社大楼 4 楼 406 室
咨询电话：
0871-64161161、13888123372（小邹）
（云南各州市游客均可报名，
要了解更多线路情况，
可电话咨询）
本报记者 阿芳

基金

大咖跨界聊养老
上投摩根总经理对话
“特斯拉之母”
日前，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总经理
王大智先生与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
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做客腾讯理
财通直播间，一起畅聊财富人生和养
老投资。
王大智认为，养老投资最关键的
是尽早投资和分散投资。尤其是在无

风险利率不断下行的背景下，仅仅靠
稳健理财积累养老财富可能会非常困
难，而通货膨胀也会加速手中资产的
贬值。因此，不妨通过基金投资助力
养老财富。他建议，投资养老不要用
显微镜，要用望远镜。相信专业的力
量，相信长期投资。 本报记者 钟国华

建行文山州分行

金融活水
“贷动”
甜蜜事业
“刘经理，今年我家的甘蔗又能丰收了，
真感谢你们贷款给公司，让我们可以及时拿
到甘蔗款。”近日，富宁县归朝镇村民黄大哥
在给建行富宁支行的客户经理刘仕兴打电话
时，
高兴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云南富宁湘桂糖业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成立，随着公司的发展，当地农民也通过种植
甘蔗从中受益。按照传统的运作模式，蔗农
种植甘蔗，将甘蔗出售给公司，由公司制成蔗
糖产品后向市场出售。蔗农的甘蔗款一般要
等到公司将蔗糖产品出售收回货款后才能结
清。由于售卖甘蔗的收款周期长，资金不能
及时回笼，影响了农民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
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甘蔗产业在富宁县
的发展受到制约，
急需金融
“活水”
的疏浚。
2019 年 ，建 行 文 山 州 分 行 针 对 湘 桂 公
司、供应商与蔗农资金不能及时周转的痛点，
提供了一套综合融资解决方案，向公司提供
2856 万元供应链贷款。其中“民工惠”贷款
1357 万元，及时结清上游化肥、运输、包装等
企业货款、运费以及人员工资，提供 3000 万
元流贷及时结清蔗农甘蔗款。通过信贷产品
组合方式，将蔗农、供应商、湘桂公司生产全
产业链连接起来，实现整个价值链条的同频
共振。蔗农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甘蔗款，农
民工可以第一时间拿到工资，供应商可以第

一时间拿到货款，生产企业可以第一时间组
织生产，实现蔗糖产业从种植、采收、运输、加
工、出售整个产业链的顺畅循环，改变了以往
资金在途、时间错配、运行不畅的诸多痛点难
点，充分发挥了金融“温柔手术刀”的“祛病”
作用。
建行文山州分行针对湘桂公司的综合融
资服务，开创了十分有效的金融扶贫模式，有
力地支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同时，带动 2.6
万户蔗农户均直接收益 3 万元，为县域 2300
户建档立卡户在 2019 年如期实现脱贫发挥
了作用。在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建
行文山州分行把脉“寸关尺”
（生产企业、供应
商、农户），问诊贫穷的“症候”，下对良药，有
效解除了贫穷之“疾”，帮助富宁县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了解，建行文山州分行通过对农业龙
头企业的组合信贷支持，较好串联起企业产、
供、销产业链，实现企业及其供应商、农户多
方共同受益的业务模式，得到广泛赞同和认
可，也让该行贷款、存款、客户、银行卡等多项
业务得到协调发展，使 5800 多万元新增贷款
能够有效转化为企业、个人存款，2.6 万户蔗
农成为潜在客户。目前已带动农户开卡
4000 多张，仍有 2.1 万户可开卡。
通讯员 姚维成

中国农业银行

昆明自贸区支行揭牌
11 月 4 日，中国农业银行昆明自贸区支
行正式揭牌。该支行正式揭牌成立，进一步
完善了自贸区机构网点布局，是农业银行主
动融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
持自贸区昆明片区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2019年8月30日，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正式挂牌，
着力打造
“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
济带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
建设连接南亚东南
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
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农行昆明分行抓
住这一历史机遇，努力成为积极融入中国（云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展的主流银行，
致力
于推进昆明构建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
农行昆明分行全面发挥自身资金优势、机
构优势、创新优势、跨境金融优势，
以加快制度

创新、产品创新、业务流程再造为核心，
支持互
联互通、国际开放大通道建设，全面支持中国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产业发展，
深化金
融对外交流与合作机制，
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
创新发展，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助力云南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目前，昆明片区内该行共有二级分行 1
家、一级支行 7 家、营业网点 22 家。其中，开
办对公、对私全口径外汇业务网点 6 家，开办
对私外汇业务网点 10 家。截至今年 9 月末，
昆明片区内该行个人存款达 323.40 亿元，对
公 存 款 达 657.58 亿 元 ；个 人 贷 款 本 年 增 量
9.48 亿 元 ，对 公 贷 款 本 年 累 计 达 235.19 亿
元。国际结算量累计 1.12 亿美元，跨境人民
币结算量 1272.96 万元。 本报记者 孙江荭

泰康溢彩公益基金

捐助昆明养老机构
11 月 5 日下午，泰康养老云南分公司联
信息化支持等多项精准扶贫服务，带动养老
合泰康溢彩公益基金向昆明市云南老年之家
产业发展，即
“溢彩千家养老院”
旗舰项目。
敬老院捐赠长期护理设施，包括价值 30 万元
“赋能”主要针对的市级的龙头养老机
的助老康复物资及信息包（提供信息管理系
构，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甄别筛选后，将给予
统，提高养老机构信息化水平与工作效率）、 “溢彩赋能包”，养老机构可根据自身情况，从
培训包（提供分级系统培训课，全面提升养老
信息包、培训包、设备包中选择所需的捐助内
机构人员专业水平）。
容，用于其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扶贫”则
据介绍，泰康作为新时代大民生工程的
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县镇级养老机构，为他
核心骨干企业，积极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应
们提供资金和健康医疗设备支持，着重用于
对人口老龄化，在投资建设高端养老社区，推
其提升养老机构硬件条件。通过这种差别化
动养老产业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在持续助
的捐赠方式，为不同养老机构提供个性化帮
力普通养护机构的发展和提升。秉承“服务
扶，解决最迫切问题，切实提升捐赠实效。
公众、回馈社会”的理念，泰康溢彩公益计划
截止到目前，
泰康在全国已捐助 104 家养
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应运而生。
老机构，覆盖甘肃、贵州、陕西、四川、云南、新
泰康初步确定了以“赋能”和“扶贫”作为
疆、西藏等多个省区市，受益老人近 3 万人；在
泰康溢彩公益计划的核心实施模式，在全国
全国开展养老从业人员培训，
已经有来自 28 个
陆续捐助 1000 家需要帮助和扶持的养老机
省区市近 300 家机构的 1300 名从业人员参与
构，结合不同需求提供物质捐助、技术培训和
培训，
提升业务能力。
本报记者 钟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