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德晚报讯（记者 陈颖 通讯员 马先

杰 文/图）11 月 25 日，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

作座谈会召开，市交易中心全体人员和各

区县（市）交易中心班子成员、业务骨干参

加会议，大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公共资源

交易改革”展开了深入讨论。

会议邀请国家一级律师吕舒和水利电

子招投标系统开发专家肖新明为参会人员

讲解公共资源交易法律知识和电子招投标

操作实务，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操作性

和实用性。授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展开了

深入讨论，针对目前存在的平台整合和顶

层设计问题，大家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规

则 ，便 于 规 范 化 管 理 ，实 行 全 市 在 操 作 流

程、信息发布、服务程序、科技手段等方面

的统一。

今年是深化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的关键之

年，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向纵深发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年 1-10 月，全市公共

资源交易项目 3362 个，实现交易金额 408.54

亿元，其中市本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交

易项目 1212 个，实现交易金额 224.52 亿元。

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公信力和吸聚力大

幅提升，较好地服务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今年 8 月起，我市小型汽车特殊号牌分

期分批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首期

即实现溢价率 69.2%，受到群众一致高度好

评；为盘活我市土地市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充分发挥交易平台职能，积极印制招商手

册，组织土地推介会，精心组织每场土地交易

会。10 月 19 日，690 号地块在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组织的土地交易会上，经过 44 轮激烈

竞价，最终以 38970 万元顺利成交，实现溢价

11650 万元，溢价率高达 42.6％，创下我市近

年来单宗土地出让溢价之最。

前10月全市公共资源交易额超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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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股市指数
收盘 涨幅

上证综指 3204.71 -1.21%

深证成指 10784.33 -1.18%

100美元 688.70

100欧元 727.09

100日元 6.0792

100港元 88.799

100英镑 872.44

人民币市场汇价
2016年 12月 5日

货币名称 中行折算价

资金投资渠道：银行间资金通融工具、国债、央行票据

认购/申购起点金额：100万元

发行日：2016年12月5日至12月8日

理财非存款 投资需谨慎 联系电话:0736-2966666

地址：常德市武陵区皂果路396号芙蓉观邸一楼（德景园售楼部对面）

浩瀚理财特点：
风险低，收益稳定！
期限灵活！

认购/申购起点金额：5万元

理财类型

私行版

产品名称

渤盛 1020号
渤盛 1021号

期限
（天）
214
375

到期日

2017-7-11
2017-12-19

预期年化
收 益 率
4.40%
4.45%

理财类型

保本类

短期类

稳健类

净值型

产品名称

渤鑫 92号

渤瑞 M（01）号

渤祥 Z（01）号

渤盛 1012号
渤盛 1013号
渤盛 1014号
渤盛 1015号
渤盛 1016号
渤盛 1018号
（电子渠道）
渤盛 1019号
（岁末答谢）

渤鸿 40号

期限
（天）

39

7

1

39
67
91
175
375

210

119

179

到期日

2017-1-17
每日可申购赎回

（周二及节假日除外）
每周二到账
周一至周五
9：00-15:30
可申购赎回

（除节假日）
2017-1-17
2017-2-14
2017-3-10
2017-6-2

2017-12-19

2017-7-7

2017-4-7

2017-6-6

预期年化
收 益 率
3.45%

3.30%

3.25%

4.00%
4.05%
4.20%
4.20%
4.25%

4.30%

4.35%

4.40%

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协办

常德晚报讯（通讯员 邱

红玲）近日，由《保险文化》杂

志社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保

险创新大奖”评选结果揭晓，

太平人寿荣获“2016年度最具

价值保险品牌”称号，其参评

的 4 款保险产品摘得“最佳理

财保险产品”“最佳健康保险

产品”“最佳养老保险产品”等

奖项。

据了解，持续践行中国太

平集团“精品”战略的太平人

寿，2016 年在经营管理、创新

发展、客户服务等方面都取得

了显著成效。在产品设计方

面，太平人寿更立足于覆盖客

户的全生命周期，以健康保险

产品为载体为客户提供相应

的健康风险保障，以养老产品

为核心为客户提供养老终极

解决方案，以科学、合理、安全

的方式实现客户资金利益最

大化。此次，太平人寿参评的

“太平卓越臻享终身年金保险

（分红型）”“太平福运金生两

全保险”等产品，都是太平人

寿在市场上广受认可，口碑、

销量双丰收的优质产品。

据悉，中国保险创新大奖

由《保险文化》杂志社联合国

内著名院校保险院系、国内著

名财经媒体共同举办，目前成

功举办十届，太平人寿已连续

数年在该评选中获奖。

太平人寿荣获“年度最具价值保险品牌”
多款产品获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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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男女，只要您年龄在 19.5

至 35 周岁之间，身体健康、无犯罪

记录；拨打招生专线电话 0736-7279111 或

0731-88882179，在2016年12月1日至12月

15日之间前来报名，均有机会成为一名优秀

的“城市公交司乘人才”！

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有控

股大型道路旅客运输骨干企业，具有国家道路旅

客运输一级经营资质，拥有 60 多年经营发展史；

是常德市道路运输龙头企业，综合实力在全省道

路运输行业名列前茅。湖南交通科技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成立于 1984 年，是经湖南省教育厅批

准，由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主管的唯一交通系统职

业中专学校。学校现已成为专业培养公交司乘、

高速公路、城市地铁、高速铁路基层管理人才的

职业学校，是省外高速公路、城市地铁企事业单

位指定的订单培养学校，旨在实现文凭+技能+

就业的培养模式。近 3 年来，已为社会输送相关

人才 2000 多人。

目前，全国市场司乘人才缺口高达 100 多万

人。欣运集团与交通科技职业中专抢抓机遇，强

强联手，将常年面向全国招收有志于公交事业的

“城市公交司乘人才”。入校后，学校将与学员签

订《学员就读就业安置协议》，1、经评定的优秀

学员，将获得 1000-2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2、在

校能力及综合素质表现突出的学员将获得优先

推荐发展为党员的机会；3、凡未违反协议相关规

定的学员，除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外，还将

获得 A3（A1）驾驶证、公交司乘人员从业资格证

和综合技能等级证；4、学校将百分百负责推荐毕

业学员到广东、长沙等地公交巴士企业上班，由

企业与合格学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5、凡已持

有 A1、A3驾照，年龄在 25-40岁之间的驾驶员，由

学校统一组织培训 1个月，经培训合格后立即安

排上岗。就业人员综合年薪可达 6 至 8 万元左

右，并可享受由单位提供的“五险一金”及食宿、

出国旅游、学习深造等福利待遇。

招生名额有限，欲报从速！

刘校长：17773641515 胡主任：13187077883

招生单位：

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交通科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欣运集团与交通科技职业中专联合招工、招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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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