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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信托发布绿色信托报告
绿色数字化 信托新赋能

2月 9日，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在京举办《中航信托
2017绿色信托指标与案例精选》发布会暨绿色信托业务促
进会。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中国信托业协
会、中航信托负责人以及绿色产业、学术界、公益界近 60位
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共同见证了《报告》发布的重要时刻。
中航信托通过将自身发展绿色信托的成熟案例模式化、指标
化，进而数字化、智能化，在资产端创设丰富的绿色信托产
品，在财富端积极引导国民关注绿色环保投资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资金端与资产端客户的共享互联。

中航信托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要成员单位，作为信托行业内较早地系统性提出绿
色信托概念的公司，以体系化、生态化、整合化思维推动绿色
产业发展。自 2014年开始至今，中航信托将“绿色信托”列
为专章写入年报，以战略驱动绿色信托，在理论端持续深耕，
精心研究出品“中航信托·绿色信托系列发展报告”。

（袁 田）

北京银行携手
“江西实体品牌联盟”

近日，“江西实体品牌联盟”董事长洪坤携联盟成员的企
业家到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考察并成功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据悉，江西实体品牌联盟共有 40多家品牌企业加入此
次合作，这标志着北京银行与“江西实体品牌联盟”双方合作
关系迈进了新的阶段，也为该行零售业务发展创建了新的渠
道和平台。据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负责此次合作的副行长李
征宇介绍，北京银行将集中优势资源，全力为“江西实体品牌
联盟”成员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此次合作必将促
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柯凌云）

江西省红月亮广告公司
获国家一级广告企业资质

从中国广告协会获悉，2018年中国广告协会资质评审
落定，国内一批优秀广告公司获颁资质证书。

近年来，江西省在中部地区稳步崛起，区位市场重要性
逐步显现，江西省广告行业为各大企业开拓江西、乃至全国
市场贡献力量，在服务过程中不断探索求真、不断推陈创新，
行业总体蓬勃发展。

在此次中国广告协会资质评审中，由南昌市广协办推荐
的本土广告企业——江西省红月亮广告有限公司凭借综合
服务能力荣获中国广告协会（CNAAI）一级广告企业资质，
并获准成为中国广告协会会员单位，成为又一支促进江西省
广告行业服务水平和专业形象提升的生力军。

（周 兴）

南昌“智造”植保无人机
喷洒效率达人工40-60倍

从南昌市科技局了解到，江西新和莱特科技协同创新有
限公司研发的旋翼植保无人机产品成功入选《江西省植保无
人机购置补贴试点归档通过产品名单》，该公司也成为此次
唯一一家入选的南昌企业。其于 2017年 5月获江西省科技
厅批准参与组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体，并获得
省级财政性经费2000万元借款支持。

据江西新和莱特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宏乐
介绍，该旋翼植保无人机具有喷洒效率高、喷洒精准度强、安
全可靠性好等特点，喷洒效率可达 60亩/小时，是人工效率
的 40-60倍。同时，该植保无人机能自动测绘面积，可根据
面积及航线一键起飞，实现自动飞行喷洒、自动降落；全程自
主飞行控制、无需人工干预。据了解，该旋翼植保无人机的
喷洒系统是由江西新和莱特公司旗下的大三核心团队精心
设计，该植保无人机内置的高性能黑匣子，可实时记录飞行
数据，保障作业地块不丢失。相信不久的将来，南昌“智造”
的植保无人机将飞行于田间地头，让农村种植户们感受到科
技带来的便利与高效。

（帆 君）

美团外卖与政府部门合作
加大困难群众帮扶力度

春节即将来临，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携手南昌市
慈善总会、美团外卖来到新建区石埠镇西岗村，为28名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及困难群众赠送年货。西岗村是江西省级贫
困村，位于南昌西大门，人口两千多人。2015年 8月南昌市
确定南昌市食药监局作为扶贫攻坚单位，今年是帮扶的第三
个年头。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干部职工走访慰问了
挂点帮扶贫困户，并向贫困户送去了食用油、大米等物品和
慰问金。美团外卖快送负责人杨龙旺、美团外卖南昌站负责
人宣斌不仅向贫困户送去了新春祝福，还鼓励贫困村的人员
来城市务工。

美团外卖将为他们提供就业平台和工作自由、收入高的
外卖骑手工作岗位，帮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增强就业本领，
共同努力改善家庭生产和生活条件，争取早日实现脱贫致
富。据了解，南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将继续探索扶贫
方式，不仅要送温暖更要呼吁社会企业关注贫困群体，解决
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美团外卖南昌站负责人表示，美团外
卖作为高速发展的年轻企业，在追求效益之外也是社会责任
的担当者和践行者。今后，美团外卖将继续与政府部门合
作，不断加大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切实履行和承担企业的
社会责任。

（刘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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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保险
员工父母赡养津贴发放过亿元

2月9日，家住江西赣州南康60岁的李先生收到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从儿子工作的公司领到了一笔 200元
的“收入”，且从本月起，他每个月都将从专门账户中领到
这笔“收入”。李先生的这份“收入”源自阳光保险集团的
一项关爱措施——“员工父母赡养津贴”计划。李先生儿
子 2015年 1月入职阳光人寿赣州南康支公司，入司已经
满三年，根据阳光保险集团的关爱政策，凡入司满三年的
员工，父母有一方满60岁的，即可享受每月税后200元的
赡养津贴。据悉，阳光保险自2010年起，就开始实施员工
父母赡养津贴计划，每月给符合条件的员工父母发放200
元的赡养津贴；2012年10月将这一关爱举措扩大到寿险
营销员，向代理人父母发放赡养津贴这一举措也开创了
业内先河。2017年8月，阳光员工父母赡养津贴再升级，
满3年的员工，一方父母满60岁的200元/月，满6年的员
工税后 300元/月，满 10年的员工税后 500元/月，符合条
件的营销员也将同步调整，为员工心里注入一股暖流。
据统计，截至 2017年 6月底，阳光保险累计为 13000多个
员工家庭发放父母赡养津贴1.13亿元。据人力资源部门
统计，按照新的标准，未来 5年公司的赡养津贴发放金额
将达到2.45亿元。 （吕 晶）

太平财险
出台10项脱贫攻坚措施

2月 9日，南方小年，太平财险江西分公司干部员工
一行心系贫困户，风尘仆仆赶到扶贫联系点兴国县高兴
镇老营盘村和上密村，进村走访慰问特困户，实地了解帮
扶对象的家庭情况，送去新年的问候和慰问金，兴国县政
府相关领导携驻村工作组成员一同走访。公司干部员工
一行首先来到了老营盘村特困户邱小东（化名）家中，邱
小东因残致贫，家庭人口还有2人，均有智力残疾，家境条
件艰苦。他们详细了解了邱小东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状
况，并详细记录他的困难需求，嘱咐他要保重身体、乐观
生活，并送上了新年慰问金。随后，陆续走访了其他特困
户，并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太平财险会持续帮助他们解
决生活难题，提高收入。在此次走访慰问中，太平财险人
士每到一处都主动了解贫困户困难之处，实际所需，同时
向在场的驻点联系干部强调，日后应主动关心和帮助特
困户们，推动结对帮扶落到实处，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
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据悉，为帮助老营盘村脱贫攻坚，
太平财险江西分公司出台了 5 个方面 10 项脱贫攻坚措
施，并创新推出了系列保险产品和服务，加快了脱贫步
伐。 （淦丽珍）

假期理财需提前申购
统计发现，2月 1日至 9日，已约有 65只现金

管理类产品发布了 2018年春节前暂停申购和转
换转入的公告，包括大成、博时、工银瑞信、上投
摩根、汇添富等公司旗下产品基金均表示，将在
春节假期前开启暂停申购模式。

一般而言，这些基金的最后一个可申购日期
是 2月 12日，自 2月 13日起暂停申购或者转换转
入，想要在春节长假也让资金跑起来赚收益的投
资者，最晚需要在 2月 12日A股收盘之前进行申
购或者转入操作。对于那些没有进行暂停申购
和转入的货币基金，投资者则需要在节前的倒数
第二个交易日也即 2月 13日的A股收盘前买入，
这样才能确保享受到假日收益。

近期全球股市大震荡，A股市场波动加剧，不
少投资者已减仓持币过节，因此，收益稳定、流动
性强的货币基金是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由于
节前也是年终奖的“黄金时刻”，面对数额较平常
现金流金额较大的资金，收益稳健、流动性好的
现资金管理类基金也是不错的投资工具。

货币基金通常支持7×24小时申购赎回，节后
投资者如果需要使用资金可以随时快速赎回取
现，短期理财基金通常是有一定的封闭期运作，
如果投资想节后能尽早使用资金，不妨选择 7天
或者 14天运作的产品，如果不着急用资金，可以
选择期限较长的产品申购。值得一提的是，在赎
回日如果投资者不对短期理财债券基金进行赎
回，基金份额会自动进入下一运作期进行投资。

货币基金平均收益4.13%
从收益率来看，当前货币基金和理财债券基

金仍然保持较高的回报水平。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8日，市场上所有货币基金平均7日年化
收益率为4.13%，华夏天利货币B类和A类份额的7
日年化收益率破“6”，分别达到6.7%和6.45%，今年
以来截至2月8日，两只基金份额已分别上涨1.43%
和1.45%。红土创新优淳B、红土创新优淳A、华夏
财富宝B、华夏财富宝A、红土创新货币B、泰康薪意
保B等多只货币基金份额的7日年化收益率在5%
以上。其中大部分为B类份额，起购门槛在500万
元以上，适宜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

从中长期来看，2017年易方达现金增利B、中
融现金增利C、国寿安保添利B、广发活期宝B、南
方天天利B、国投瑞银钱多宝A等收益居前，累计
回报均在4.48%至4.7%之间，且这些基金目前的7
日年化收益率水平均在 4.2%之上。由于有封闭
运作的优势，牺牲了一定的流动性，短期理财债
基的平均收益率略高于货币基金，截至 2月 8日
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为 4.47%，民生加银家盈季
度、华夏现金增利B、民生加银家盈月度B等17只
基金份额的7日年化收益率在5%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在股市和债基不确定预期较
大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选择货币基金以及流动性
较好的短期理财债基进行配置，以分享短期利率
高位带来的收益，在选择具体的基金时，可以关注
基金资产规模较大的基金品种，这类品种规模大，
议价能力较强，收益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刘庆华)

确保享受假日收益
春节理财需提前

唱响宣传的“空中名片”

“亲爱的乘客：你们好!欢迎乘坐‘江西金控
号’客机,此次执飞的是南昌到北京的航线……”

2月7日下午，伴随着空姐甜美的播音，一架
涂有红黄白三色的空客A330大型客机——“江
西金控号”，首次成功从南昌飞往北京，这是首
次以江西企业命名的客机。国内主飞往返南昌
到北京等地的热门航线，还执飞到英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西班牙等欧美发达国家的往返航线。
飞机在世界各地循环地飞行，它飞到哪里,“江西
金控号”就传播到哪里,成为江西对外宣传、唱响

“江西金控”品牌的一张靓丽的“空中名片”。
据飞行人员介绍，空客A330客机是世界上

最先进、安全系数最高的大型商用客机之一，可
载客280人，机舱内为双通道，属于宽体机型。

努力打造千亿航空产业

1954 年 7 月 3 日，新中国第一架自制的初
教-5飞机在南昌首飞，结束了我国不能自行制
造飞机的历史，毛泽东主席欣喜地发来贺信以示
嘉勉。可以说，江西人所承载的“航空梦”已有
半个多世纪之久。

2016年8月31日，省政府召开航空产业发展
座谈会。会议决定，要积极发挥政府在航空产业
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加大金融等
政策的支持力度, 加快推进航空产业的开放合
作与发展，举全省之力全力做大做强航空产业，
把航空产业打造成为江西省的支柱产业。

2017年 11月 3日，省政府召开全省航空（通
航）产业发展座谈会。会议要求着力抓好产业和
金融等重大平台的支撑，努力打造千亿航空产
业，早日实现“航空产业大起来、航空研发强起

来、江西飞机飞起来、航空小镇兴起来”的“江西
航空梦”。同时，省政府还鼓励金融企业为航空
产业提供融资等多种金融服务，支持省内航空企
业做大做强。

积极策应“江西航空梦”

江西金控集团组建发展两年多来，大胆开
展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通过新设、重组、收购、
划转等方式，陆续取得了银行、保险等 13 块金
融牌照，基本实现了金融牌照的全覆盖。其中，
担保、基金、融资租赁、金融资产等多项金融业务
在全省同行业排名第一，成为江西地方金融业态
最全、业务最广、实力最强的综合性金融控股集
团，多次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好评。

集团董事长温治明说：中央金融工作会和省
政府金融工作会都提出了“金融创新”和“服务实
体经济”的要求，省委制定的“创新引领、绿色崛
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工作方针，也为我们金
融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江西的一家地
方金融龙头企业，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
责无旁贷的目标。现如今，省政府提出了“江西
航空梦”的战略，我们积极主动地紧跟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运用多种金融工具，为“江西航空
梦”提供金融融资的支持，为“江西飞机飞起来”

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携手海航开展航空租赁

海南航空集团在世界 500强中位列 170位。
江西金控集团旗下的融资租赁公司总资产达 10
亿元，拥有发展航空租赁特殊业务的资源，能满
足发展航空租赁的金融需求。同时，各大银行也
看好金控集团 13块金融牌照、多样金融业态的
优势以及稳健的资产和利润业绩，纷纷抛来金融
合作的“橄榄枝”。

于是，江西金控集团以融资租赁为工具，联
合海航集团租赁3架大型商用客机，由海航集团
运营，由此填补了我省没有大型商用客机租赁业
务的空白，成为江西金融改革、金融创新的一个
可圈可点的亮点。

争做通航金融平台排头兵

通用机场已经广泛应用于应急救援、旅游运
动及农林播种等方面，对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有着
重要的作用。省政府制定了《2016-2030年江西
省通用机场布局规划》，预计到 2030年，江西要
规划建设 50多个通用机场。同时，省政府还大
力倡导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并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通用机场的建设。

对此，江西金控集团董事长温治明说，我省
建设通用航空机场体系，这也意味着将有海量融
资的需求，单靠省财政拨款式的“输血”是无法实
现的。这些巨大的资金缺口，就必须通过金融创
新和金融改革去“造血”，这样才能破解融资的短
板。所以，江西金控集团现在就有针对性地试水
航空产业，依托13块金融牌照的优势，开展金融
创新，争做江西通航金融平台的排头兵。

金融创新造血通航产业
文/图 姚文滨

财经资讯
ca ij i n g
ca ij i n g

春节长假将至，股市将休市一周，包括
货币基金、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在内的现金管
理类产品又将迎来传统旺季。为防止资金
套利，部分货币基金按照惯例已经开始“闭
门谢客”，2月份以来已有60多只货币类产
品宣布将在节前暂停申购或大额申购。因
此，想要在节日期间也享受资金增值的投资
者需要在下周初及时进行申购操作。当前，
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债券基金的7日年化
收益率均值仍然维持在4%以上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