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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融资模式助中小企业渡难关

广州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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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昨日，

广州市举办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系统

启动仪式， 今后中标市政府采购项目的

供应商可凭中标合同通过系统在线申请

融资，自提出申请到收到贷款，最快仅需

1 天时间，无需其他担保。

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扶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加强中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管理部依托“中征

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联合广州市财

政局顺利完成了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

系统建设工作，实现了广州市政府采购平

台与“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互联

互通，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政府采购合同

融资全面线上操作的一线城市。 同时，两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广州市政府采

购合同线上融资业务的通知》指导业务开

展。 系统的正式运行，标志着广州市政府

采购供应商可获得更加便捷高效的全流

程线上信用融资服务。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工银政采贷”

的产品发布仪式，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

行作为广州市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的

首家合作银行，正式推出“工银政采贷”

产品， 并向首批办理政采供应商融资的

3 家企业代表授予“工银政采贷”专项授

信额度支票。据了解，中国工商银行广州

分行已收到超过 100 家政采供应商的业

务需求反馈， 并已为首批办理政采融资

的 25 户供应商核定了超 1.3 亿元的政

采贷融资专用授信额度，将金融“活水”

更精准地引向实体经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昨日，

信息时报 A09 版报道了广州星期 8 小

镇已经停业的消息。 昨日，5 号停机坪相

关负责人蔡小姐针对星期 8 小镇员工

“善后” 的问题再次做出回复称：5 号停

机坪高层已与星期 8 小镇相关负责人协

商，要求其于本月 27 日前，付清相关员

工的工资欠款； 如果星期 8 小镇无法在

限期内履行，5 号停机坪将代为垫付，以

保障相关员工的生活。 上海童梦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 目前正在与广州相关

街道劳动保障进行交涉， 将与员工协商

解决工资的问题。

承诺将尽力接收其员工

蔡小姐对记者表示：“5 号停机坪董

事会已决定，基于人道主义及社会责任，

如果星期 8 小镇不付所欠员工的 1 月、2

月、3 月工资，5 号停机坪负责垫付以保

障员工的基本生活。 对于星期 8 小镇之

失业员工，5 号停机坪将尽力接收，全力

做到‘公司结业，员工不失业’”。

针对此前星期 8 小镇相关负责人

“我们不愿意离开，希望有一天能够继续

正常营业”的说法，蔡小姐表示，“继续合

作” 的可能甚微，“5 号停机坪方面对于

星期 8 小镇多次无视商场整改要求、私

自通过各种渠道销售、 长期隐瞒实际营

业收入的行为感到失望，不会改变‘终止

合作’的决定。 ”

对此， 上海童梦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表示， 目前正在与广州相关街道劳动保

障进行交涉， 将与员工协商解决工资的

问题。上海童梦在 2019 年下半年已被法

院列为失信企业， 且根据 5 号停机坪的

叙述，近年来，旗下星期 8 小镇存在无视

商场规定操作“预售卡”行为，严重损害

了消费者权益，为此，5 号停机坪决定与

其正式解除合作关系。

将协助消费者进行维权

对于已销售的“预售卡”， 蔡小姐

表示， 目前由于顾客购买预售卡的收

入， 并未进入 5 号停机坪账户， 5 号停

机坪也从未经手预售卡购买者的具体数

据， 故对预售卡持有者的人数、 金额，

都无法掌握。 但基于社会责任， 5 号停

机坪将会妥善处理相关售后问题， 并协

助预售卡消费者维权以保障消费者的权

益。

“对于持有预售卡的顾客，我们将暂

时安排他们到商场内的其他亲子教育游

乐项目游玩， 借此降低此事对他们的影

响，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蔡小

姐进一步表示。

记者来到 5 号停机坪看到， 目前星

期 8 小镇及附近数家商户均已被围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昨日，

信泰保险举行信泰如意尊产品在线发布

会，中国保险学会理事王绪瑾、信泰保险

总裁谭宁以及多位合作渠道高管在线为

新产品“站台”发声。

其中，王绪瑾围绕“低利率市场环境

下的家庭资产配置”的话题，剖析了当前

国内外经济形势。 其指出，目前，我国宏

观经济形势趋稳向好， 疫情短期内会对

国内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但不会引起经

济发展趋势性的偏离和潜在增长速度系

统性偏离。其还强调，在低利率市场环境

下，寿险将会凭借在安全性、流动性、盈

利性、财富传承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家庭

资产配置的最佳选择。

谭宁则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寿险

市场产品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信泰保险

的产品策略。 他表示，改革开放 40年，我

国保险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寿险产

品的体系和形态都更为完善和多样化，保

障+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产品发展和创新的

趋势，保险产品将逐渐由提供“财务解决

方案”向提供“问题解决方案”转变。

针对本次发布的新产品， 信泰保险

精算部负责人孙晓宇指出， 增额终身寿

险产品，一直是信泰保险优势产品。此次

推出的信泰如意尊终身寿险， 继承了信

泰保险在增额终身寿险领域的优良传

统， 并进一步放宽了投保限制和缴费方

式，加入了灵活的资金调度功能。保单还

可根据合同约定稳定、快速增值，并增加

了高额航空意外身故保障， 可确保客户

安心出行。

鹏华价值共赢

4

月

7

日发行

公募“老十家”之一的鹏华基

金日前公告，旗下鹏华价值共赢两

年持有期混合基金（009086）将于 4

月 7 日起正式公开发售。 据了解，

鹏华价值共赢拟由鹏华权益王牌

基金经理王宗合担纲管理。在长达

14 年的投研生涯中， 王宗合逐渐

形成了“精选个股，专注价值，长期

投资，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风格，

尤为擅长通过研究的领先性、不以

市场短期情绪波动为前提的价值

评估体系，挑选数一数二的行业与

公司。

据悉，该基金是鹏华基金旗下

首只业绩报酬基金，分为三个档次

计提业绩报酬， 相较市场同类产

品，费用更划算。 该基金固定管理

费率为 0.8%， 当基金年化回报率

超过 8%时， 按照不同档位提取业

绩报酬。 经过测算，当鹏华价值共

赢基金年化收益率达 13.1%且提取

业绩报酬时，管理费率才达到市场

一般费率 1.5%。

鹏华价值共赢自投资者买入

起，将设定 2 年的锁定期。 尽管对

应的基金份额在锁定期内无法赎

回，但仍具有两大优势。一方面，两

年持有期有助于投资者进行理性

投资，避免追涨杀跌，从而提高投

资胜率；另一方面，两年持有期与

基金长期投资理念不谋而合，有利

于基金管理人更好地执行投资策

略，专注于资产的长期增值。此外，

基金成立开放申购后，可每日申购

满足定投需求， 提升长期投资体

验。

华夏黄金

ETF9999

明日起发行

近期受疫情逐渐向全球扩散

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

大，各类黄金资产开始成为投资者

避险资产配置的重要选择。基金产

品中的黄金ETF也迎来扩容，华夏

基金旗下的黄金ETF9999（518850）

于3月27日起正式发行。

黄金ETF是黄金类资产的重

要投资工具，无论是在当前不确定

性较大的市场环境下短期避险，还

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出发长期持

有，华夏黄金ETF9999的发行都为

投资者提供了新的选择。华夏黄金

ETF9999持有的黄金现货合约价

值不低于基金资产的90%， 同时也

会审慎参与黄金租赁。该产品不办

理黄金实物的出入库业务，也不参

与 黄金 现 货 交 割 。 华 夏 黄 金

ETF9999主要投资于上海黄金交易

所的黄金现货合约，密切跟踪黄金

价格走势，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

平与黄金价格相似。

信泰如意尊终身寿险正式上市

5号停机坪：将尽力接收其员工

称双方继续合作机会甚微，已要求对方明日前付清所欠员工工资

《“星期8小镇”停业了？ 》追踪

目前星期

8

小镇已被围蔽起来。

5

号停机坪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