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助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培
养全市中小学生“绿色出行、环保生活”的健
康概念，重庆重报都市传媒联合国际新能源
*智能汽车（重庆）体验中心共同主办首届

“环保小明星 绘说新能源”大赛，将于11月
20日启动。

本次大赛面向全市中小学生设置了绘
画和演讲两个比赛类别。

其中，绘画比赛设9岁以下和9岁以上
两个组别，要求孩子们在家长或老师指导
下，以“未来新能源车”为主题，描绘心中的
未来新能源车是什么样子、想象我们绿色出
行生态环保的生活画面——绘画作品的尺
寸要求统一为八开（A3大小），绘画工具绘画
形式不限，每人限投一幅。

绘画作品的征集时间：11月20日—30
日。请大家完成作品后，拍成照片统一提交
至新能源车体验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绘画作品评选将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分综合考虑。
另外演讲比赛部分，组委会将从“重庆

六一班*重报小记者名校联盟”校园中层层
选拔出10位8-14岁年龄段选手，与社会报
名 的 10 强 选 手（报 名 联 系 人 王 老 师
18716362691）共同角逐最终入围演讲决赛
名单。

“环保小明星 绘说新能源”大赛20日启幕
10万元奖金奖品等着小朋友来拿，作品投稿日期为11月20日—30日

欲了解大赛详情，敬请关注“新能源
车体验中心”、“重庆六一班”微信公众号

咨询热线：023-8115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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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财富志

11月10日，上海，诺亚控股有限公司（下称
“诺亚财富”）迎来上市七周年的好日子。不同
于传统上市庆典，诺亚财富以“人生有度、财富
有度”为主题，通过“速度、态度、尺度、长度、高
度、温度、深度”几个概念，从投资理念、客户服
务、心灵公益等多个层面，诠释了自己坚持的价
值观和准则，并以投资者教育为主旨，邀请客
户、员工一起深度学习、沟通。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落地
满足客户全方位需求

14年前，诺亚财富管理中心在知名券商挂
牌成立，开国内高净值个人财富管理服务之先
河。12年前，诺亚财富独立运作，开始创业之
旅。7年前，诺亚财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开始被海外资本市场认可。七年时间，
诺亚财富从一个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发展为一
个全球化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上市七年，一路走来，随着客户数量的迅速增
长和客户需求的不断多样化，诺亚财富的服务范
围早已不再局限于投资理财，已经扩展到投资、保
险、教育、家族服务、汽车租赁、海外配置、公益等
多个领域。截至2017年第二季度，诺亚已经为遍
布76个城市超过16万客户配置接近4500亿资
产。分公司数量从七年前的40多家，发展为今天
的205家，理财师数量从几百名增加至1259名。

在资产管理端，歌斐资产作为诺亚财富上
市以来的重要战略布局，投资和服务体系、投研
团队不断升级，截至2017年二季度，歌斐资产
管理规模达到1,387亿元人民币。

全球布局成效明显
国际权威机构给予高度评价

纽交所上市开启了诺亚国际化进程的脚
步，七年时间，诺亚国际化3.0战略已全面落
地。橡树资本、黑石集团、KKR、凯雷集团、贝莱
德集团等众多国际顶级投资机构都已经成为诺
亚的密切合作伙伴。全球优质的前10大私募
基金，有8个已经和或者正在和诺亚合作。

诺亚控股执行总裁林国沣表示：“诺亚财富

的愿景是成为全球高净值华人首选的财富管理
和资产管理品牌，接下来我们还将在其他高净
值华人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继续布局，在为国
内高净值客户提供全球资产配置服务的同时，
为全球华人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截至二季度末，诺亚财富海外资产管理规
模折算人民币约182亿元，同比增长23.1%。

在海外业务上的突出表现，也让诺亚财富
持续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上半年，《国际私
人银行家》杂志将“中国最佳私人银行”奖项颁
给诺亚；《亚洲货币》首次对国内财富管理机构
进行评奖，诺亚一举斩获“最佳高净值财富管理
机构”及“最佳海外资产管理机构”两项大奖；更
值得一提的是，7月底，诺亚财富成为了境内首
家获得标普投资级信用评级的财富管理公司。

智慧与财富如影随形
帮助客户积累无形财富

上市七年来，投资者教育一直是诺亚最重
视的工作之一。

今年上半年，诺亚财富一举办了7场“诺亚大
学”课程，和客户深度沟通投资理念，流程和产品
知识。诺亚财富以“领军者”系列论坛为主轴，上
半年十余场专业投资领域的千人峰会贯穿始终，
全国十一个区域及分公司也定期举办投资者教
育活动，累计覆盖投资者15万余人次。

值此上市七周年之际，美国橡树资本创始
人霍华德·马克斯成为“诺亚大学”客席教授，橡
树资本管理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霍华德·马
克所著的《投资备忘录》也成为华尔街必读、备
受巴菲特推崇。

诺亚财富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汪静
波女士说：“当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进入更深的
阶段，合格投资者的教育和筛选，已经成为了一
个重要的行业门槛。未来，中国经济和金融体
系新格局将继续变化，国民财富将更快增长。
诺亚会陪伴客户一起，以专业主义和成熟的心
智，用不断创新的产品和服务，陪伴客户成长，
为客户、员工和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诺亚财富”

从小舟到航母
诺亚财富上市七年之路

本报讯 （记者 陈翔）重庆晨报记者
从市残联获悉，重庆市科技助残创新交流会
将于12月2日在大渡口区召开，届时将依托
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设立科技助残基
金，将整合政府、社会爱心助残资源，为科技
创新助残提供动力。

市残联副理事长任能君介绍，高科技
应用在改变残疾人生活状态方面也发挥
着重大、积极的作用，智能轮椅、智能假

肢、电子助视器等高科技智能辅具能够帮
助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生物芯片、
老年人监测应急救援报警系统等科技产
品能够预防残疾，3D打印技术等高科技技
术运用和普及能够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和途径，为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更多的
契机和可能。

任能君表示，本次交流会将集中展示一
批科技助残成果。

我市将成立科技助残基金

本报讯 （记者 邹俊）11月12日，由
太平人寿重庆分公司、和讯网联合主办的
2017“财智连城·思享会”高端论坛在渝顺利
举行。论坛上,太平人寿重庆分公司发布了

“太平卓越至尊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产
品，该产品将于11月23日正式推出。

该公司特邀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
达、金维资本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高滨
等相关专家，围绕经济走势、投资策略、资产

传承等多个层面解读当下的机遇、挑战和应
对策略，共同展望新经济格局下的发展路
径。300余名嘉宾受邀参加了本次论坛。

据介绍，“财智连城·思享会”系列活动
是太平人寿携手国内顶尖的媒体品牌，共同
为VIP客户精心打造的卓越客户精品服务
项目，汇聚50多位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专家，
覆盖15个大中城市，为数万客户带去新知
与卓见。

太平人寿高端论坛落地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杨野）无人驾驶技术开
始走向商用，并向共享汽车领域进军。这次又
是重庆本地车企发布的重大科技成果，再次走
在行业前列。

昨日下午，力帆、百度、盼达在北京召开战
略合作发布会，力帆汽车、盼达用车正式成为
百度Apollo开放平台的生态合作伙伴，三方
将在无人驾驶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在发布会
上，力帆首款实现无人驾驶商用的共享汽车正
式亮相。

无人驾驶落地共享汽车领域

力帆集团总裁马可在发布会上表示，随
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国内制造业面临前
所未有的大变革，力帆汽车希望通过与百
度、盼达的合作，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
共同推进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推
广应用。

他描述了无人驾驶共享地汽车的未来，走
出公寓，汽车自动开到人面前，行驶过程中汽
车会自行决策行驶的路线，不会出现违章、交
通事故等；到达目的地后，我们仅需关车门离
开，汽车自己行驶到指定的地方；当需要补充
能源时，汽车会自动行驶去进行充换电……

首例实现无人驾驶商用汽车亮相

据力帆集团副总裁兼汽车研究院院长沈
浩杰透露，合作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

百度的高精度地图服务是力帆自动驾驶、无人
驾驶领域的唯一合作伙伴；力帆、盼达加入百
度Apollo生态，并达成战略合作；百度将提供
高精地图和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力帆汽车则负
责协调盼达用车的试验车辆以及市场运营车
辆，三方协作推进量产开发。

在发布会现场，力帆还展示了自己基于
Apollo平台解决方案的第一辆无人驾驶汽
车。这辆基于力帆820EV改造而成的无人驾
驶汽车，可自动识别交通指示牌和行车信息，

具备雷达、相机、全球卫星导航等电子设施，并
安装同步传感器。

车主只要向导航系统输入目的地，汽车即
可自动行驶，前往目的地。在行驶过程中，汽
车会通过传感设备上传路况信息，在大量数据
基础上进行实时定位分析，从而判断行驶方向
和速度。

据悉，力帆将在一个月内选定一个城市
试点无人驾驶运用。具体城市现在还未透
露。

本报讯 （记者 徐菊）为期三天的第97
届中国糖酒会12日闭幕，20万客商云集重庆，
展商纷纷反映参会效果超出预期。

昨日，第97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举行
情况通报会，下一届糖酒会将移师成都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

本届糖酒会共吸引了超过3100家企业
参展，其中进口产品展示区域约占全部展览

面积的29%。
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海外的参展企业或展

品主要来自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智利、澳
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四十多个国家和香港、台
湾地区。本届糖酒会，还首次设立了金融服务
专区，创新了糖酒会的专区特色，吸引了蚂蚁
金服、京东金融、宜信、永辉金融等36家金融
服务及投融资咨询机构参展。

食品科技专区是秋季糖酒会的传统特
色专区。在本届糖酒会上，清华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等院校，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及科研团队共22家
参展单位，在现场展示了近2000项科研成
果。

三天来，展商和观众累计入场近20万人
次。

沪指六连阳
创22个月新高

本报讯 （记者 黎胜斌）昨日，沪指
持续震荡攀升态势，收盘小幅上扬0.44%，
收报3447.84点，日K线六连阳，盘中最高
涨至3449.16点，再度刷新22个月新高。

两市合计成交5964亿元，行业板块涨
跌互现，银行股与钢铁股强势领涨。

芯片国产化强势回归

盘面上，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银
行、钢铁、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板块涨幅均
超过2%。

数据显示，全球半导体销售在今年第
三季首度突破1千亿美元达到1079亿美
元，今年的半导体产业销售额可望首度突
破4000亿美元，有望突破新高。

国家政策大力重点扶持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正式设立。截至2016年，大基金共累计项
目实际出资超过560亿元。地方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也已超3000亿。

分析指出，近来各大芯片厂商对人工
智能的并购动作有加速趋势，人工领域或
迎机遇。

后市可关注医疗板块

总体来看，A股市场指数虽全线上涨，
但依然以结构性行情为主，符合国家政策
支撑的产业、能够稳定盈利的蓝筹白马和
未来业绩增长空间较大的“真成长”行业受
到资金的持续关注。

在分析人士张旭看来，沪指六连阳后，
市场的反弹脚步仍将延续，即使反弹中存
在临时的、阶段性的调整，也仅仅是改变一
下市场运行节奏而已，后期市场新高之后
依旧会新高。

富国基金认为后市可留意精准医疗领
域。受益于医疗领域利好政策刺激，医药
生物板块近段时间表现不错，Wind数据
显示，其总市值加权平均涨幅在10月中下
旬超过了4%。业内人士称，以医药生物
板块为代表的主题投资已具有一定交易机
会，而从细分领域来看，精准医疗无疑是其
中佼佼者。据悉，目前富国已专门针对精
准医疗布局基金产品。

第97届中国糖酒会闭幕，下届成都举办

力帆首款无人驾驶共享汽车亮相
向导航系统输入目的地 汽车即可自动行驶前往，将在一个月内选定城市试点

力 帆
820EV改
造而成的
无人驾驶
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