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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基金特色鲜明

近年来，采用红利
因 子 策 略 的 S m a r t
Be t a基金，因其有效的
风险控制和较为稳定
的超额收益，受到越来
越多投资者的认可。值
得一提的是，建信基金
精选Sma r t B e t a策略
指数，率先推出跟踪中
证红利潜力指数的基
金，积极把握分红潜力

大的稀缺标的投资机
遇，引起不少投资者的
关注。

投资者比较熟悉的
中证红利和上证红利指
数，均以红利因子作为
其Smart Beta策略的核
心，并根据“过去两年的
平均税后现金股息率”
这一指标，选出股息率
高、分红稳定的股票为

成份股。而“升级版”的
中证红利潜力指数，把
每股收益、每股未分配
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作
为选股指标，选取综合
排名前50的股票为成份
股，既注重股票当下的
分红能力，也看重其未
来的分红预期，兼具了

“放大镜”和“望远镜”的
功能。

致力兼顾提收益与降波动双优势
东方卓越三年定开债基正式发行

2 0 1 9年下半年以
来，宽幅震荡的A股市场
让投资者避险情绪不断
升温，一贯走势稳健的
债券型基金再次成为投
资者资产配置中的必要
一环，尤其是有利于降
低净值波动意在提升投
资体验的摊余成本法债
基的面世，更是为投资

者 带 来 了 一 场“ 小 欢
喜”。据悉，始终将固收
产品作为核心业务之一
的东方基金于8月19日
正式发行了一只摊余成
本法债基——— 东方卓越
三年定开纯债基金。值
得投资者关注的是，在
采用摊余成本法降低净
值波动的同时，该基金

通过三年定开的运作模
式，有助于提升基金预
期收益。为了更好的进
行信用识别，东方卓越
三年定开债基不仅委派
东方基金固定投资部副
总经 理 吴 萍 萍 亲自掌
舵，同时为其配置了具
有过硬投研实力的固收
团队。

科技板块持续升温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基金“趁热打铁”业绩喜人

6月以来，电子等科
技板块再度成为A股投资
者关注的焦点。以上投摩
根科技前沿基金为例，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
28日，该基金年内涨幅达
到47 .12%，近一年回报达
32 .72%，排名在同类产品
中名列前茅。值得一提的

是，科技前沿基金的风险
调整后回报表现相当出
色，该基金今年以来夏普
比率为3 . 43，过去一年夏
普比率为1 . 76，远高于同
期Wind偏股混合型基金
夏普比率算数平均值。

在上投摩根科技前
沿基金经理李德辉看来，

科技板块的走强完全在
意料之中。他认为，一方
面，外部压力使中国更加
关注科技行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则应从精选个股
的角度出发，筛选盈利能
力稳定、长期增长空间确
定的优质品种，追求长期
优质投资回报。

“十倍基”掌舵人再出发

华夏常阳三年定开基金延续优秀基因

路遥知马力，日久
见真绩。近期，正在发
行中的华夏常阳三年
定开基金延续这只“十
倍 基 ”的 优 秀 投 资 基
因，同样由蔡向阳“掌
舵”，且以三年为封闭
期定开运作，A+H双市
场布局，聚焦长期投资
价值。

近期市场行情震
荡反复，新产品未来将
如 何 投 资 ？蔡 向 阳 表
示，短期来看，A股、H
股经历快速回暖、横盘
调整后，利好因素正在
不断积累，有望迎来新
一轮估值扩张行情。中
长期来看，考虑到新兴
产业占比提升、传统行

业供给端调整、减税降
费等，企业韧性或将强
于宏观韧性，盈利触底
向上将成为推动市场
的新引擎。华夏常阳三
年定开基金将在A股和
港股市场上充分挖掘
绩优龙头，适当分散组
合 风 险 ，严 控 投 资 回
撤。

泰达宏利品牌升级基金多维挖掘核心资产

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
演进，具备高行业壁垒、
良好增长空间、持续成
长的“中盘核心资产”成
为重要投资标的。对此，
正在发行的泰达宏利品

牌升级基金拟任基金经
理庄腾飞表示，未来将
坚持中盘价值成长风
格，注重企业长期可持
续发展性、内部治理有
效性以及复合业绩增长
的稳定性，并从定性定

量多维度挖掘核心优质
品牌企业，分享从区域
细分龙头走向全国市
场，从全国行业冠军走
向全球市场的成长过
程，力争实现中长期稳
健回报。

长安马自达上门取送车服务活动扩大到全国20个城市

2019年4月，长安马
自达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7个城市推出了“上门
取送车”免费体验服务活
动，受到了客户的广泛关
注与支持。如今，“上门取

送车”服务再度启程，活
动范围更扩大至全国20
个城市，让您足不出户，
尽享舒适时光。

秉承以人为本的服
务精神和用心为客户的

服务态度，长安马自达不
断完善服务环节，“上门
取送车”服务的推出，更
将优化长安马自达售后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客
户体验。

埠柳卫生院开展创卫宣传志愿活动
为助力荣成市创

建国家卫生城工作，提
高居民的健康意识和
文明素质，近日，埠柳
卫生院志愿者在埠柳

大集开展创卫宣传志
愿活动。他们发放卫生
城市宣传册，并通过义
诊、健康宣讲等形式对
广大市民开展健康知

识普及，营造了良好的
创卫宣传氛围，为创建
卫生城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龙梅霞)

简讯

大孤山镇中心学校
召开新学年校务分工部
署会议，对各项工作早
安排早落实，为新学期
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于静

乳山市午极镇中心
学校“开学第一课”积极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激励学生不忘初心，
用实际行动当好新时代
的追梦人。 邓帅

府前路学校举办航
天航空模型水火箭制作

竞赛，激发同学们崇尚
科学、探索未知，将航天
梦的种子植在了每个人
的心中。 高鹏翥

为提高班主任队伍
专业化发展水平，创新
班级管理的新方法，9月
1日乳山市诸往镇中心
学校召开了班主任培训
会议。 李辉

9月2日，乳山市特
殊教育学校举行“我爱
我的祖国”开学第一课，
增强了师生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也激发了师生
的爱国热情。 宋堃

9月 2日上午 8点，
市领导及教体局领导
参加了乳山市西苑学
校开学典礼暨教师宣
誓仪式。首先学生代表
发言，内容高亢有力，
催人奋进；随后，蔡校
长简洁而富有哲理的
讲话，如一剂良药，让
师生们的奋斗意识得
到了新的提升。

姜华

简讯

为贯彻落实“威海
要向精致城市方向发
展”的指示精神，高标准
提升美好乳山宜居城市
魅力，乳山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于8月29日上午

9:00在城市管理调度指
挥中心，召开加强威海
数字城管平台派遣案件
处置工作的培训会，34
个处置部门参会。

培训会上，乳山市

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对案件处置全过程进行
了演示、讲解，并就使用
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何
化解进行了说明。

许秀丽 王永虎

白沙滩镇中心学校召开学年教学工作会议
8月31日上午，白沙滩

镇中心学校召开了2019―
2020学年教育教学工作启
动会议，全体教职工参加
了会议。

会上，校长马胜云
总结了2018―2019学年

取得的辉煌成绩及展望
新学年的光辉前景；孙
程飞公布了领导班子的
成员以及分工，职责明
确；后勤主任王硕将假
期校园精致化整修情况
加以汇报；副校长于波

公布了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的人员安排。

初中部、小学部、各幼
儿园分头行动，安排工作，
细致到班，具体到人。大家
认真准备，迎接新学期！

王守芬

乳山市税务局：“奔波”出来的便利感

“幸亏税务局落实
了取消证明这个新政
策，不然我还不知道要
跑多少趟腿儿呢，国家
的税收营商环境真的改
善了，让我们有了满满
的便利感和幸福感！”辛
辛苦苦从距离市区100
多里的崖子镇赶来的张
先生感慨道。

原来，经营养老服务
的张先生在前段时间准
备投资9000万元，扩建一
个3万平方米的养老公
寓，办理免交耕地占用税
的手续时，遇到了麻烦，
土地部门需要税务部门
出具免税证明才能提供
不动产权证明，税务部门
需要民政部门出具养老
机构证明才能提供免税
证明，而民政部门需要土
地部门出具不动产权证

明才能提供养老机构证
明。

一连串的证明资料，
让纳税人张先生跑了一
个多月也没能解决问题。
就在他焦头烂额地跑去
税务局进行咨询时，税务
人员告知了他取消税务
证明这个新政策，不用提
交证明材料就可以为他
提供免税证明，张先生长
舒一口气：“一个多月的
奔波终于落地了，税务新
政策为我们省了太多的
麻烦！前两天我的朋友还
弄丢了发票，在家着急上
火，我这帮着他一问才知
道，以前发票遗失必须得
先把原来的税务号码找
出来，再去报社登报声明
作废，拿到报纸最少得三
天，现在好了，遗失发票
只要跟税务局报一下发

票号码，税务局处理一下
就可以直接去买发票了，
当天就能完成。税务新政
策就像钻进我们心坎儿
里头，为我们提供真便
利，不知道省了我们多少
事儿!”

据了解，国家税务总
局从2018年底到目前，分
三批共取消60项税务证
明事项，涉及231个具体
办税事项。乳山市税务局
第一时间跟进落实，通过
强宣传、送解读、重核实、
抓管理等多渠道，进一步
优化税务执法方式、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积极回应
纳税人关切，减少涉税资
料报送要求，确保政策稳
妥落地，切实为减税降
费、纳税人办税增加便
利。

孙媛媛 宋江波

开学综合征？威海西霞口多样解压游
本报威海9月3日讯 (记者

连宁燕) 漫长的暑期是否
埋头充电而忘记给自己放个
假？不要担心，开学后不久还
有中秋小长假哦，又是一个新
的开始，有一个地方，能让你
的身心都得到治愈，赏不尽的
美景、吃不完的美食和各类萌
宠精灵，是理想的旅游休闲度
假和治愈心灵胜地——— 威海
西霞口旅游区。

威海西霞口旅游区下辖
成山头国家AAAA级风景区、
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海驴岛
海上游、摩天岭生态旅游区、
隆霞湖水上公园等五大主题
项目。

成山头风景区是中国最
早看见日出的海上高角，素有

“中国好望角”之称。这里三面
环海，一面连陆，方位65°11′
9 3″，是中国邻海基准点之
一。来这里，听惊涛拍岸赏“中
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云
雾漫天的成山头，庙宇如在云
间，众罗汉如隐雾中，浪花飞
溅，巨岩峭壁，礁石岸滩……
空中俯瞰，宛若“人间仙境”。

所谓“海外有仙山，山在
虚无飘渺间”！距成山头2海里
处，有一座融美丽的神话传说
与美妙的自然风光为一体的

“仙山海岛”—海驴岛。岛上生
活数以万计的黑尾鸥和黄嘴
白鹭，野生的斑海豹，因此海
驴岛被称为鸥鹭王国。据统
计，全球的黄嘴白鹭不到三千
只，每年来到海驴岛上的白鹭

大约就有一千只。其种群数量
极少，弥足珍贵。海驴岛被不
知疲倦的海浪冲刷雕蚀得危
峰兀立、怪石嶙峋，与起落的
海潮、连天的波涛、精灵似的
鸥鹭共同构成风景独特的海
岛风光，令人遐思不断、流连
忘返！摩天岭生态旅游区是壮
观的大陆漂移遗迹，也是民族
英雄戚继光大败倭寇取得摩
天岭大捷的古战场，在这里，
乘悬崖飞索，观水晶宝洞熠熠
生辉，摩天捉云张扬个性。

隆霞湖景区(包括艺术馆)
碧波荡漾，曲桥连通，廊榭环
绕，亭台点缀，湖内红莲绿荷，
鹤舞空中，鱼翔浅底，令人陶
醉。

来到这儿，又怎么能错过

这个涵盖海陆空、囊括五洲动
物的西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世
界呢？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是
亚洲最大、动物种类最全，唯一
一个可以一园览尽海、陆、空动
物的放养式海岸野生动物世
界。全区占地3800亩，辟有猛兽
区、草食动物区、海洋动物区、
非洲动物区、熊乐园、百鸟园、
猛 禽园、猩猩园、金丝猴馆、
熊猫馆等动物栖息地，拥有国
家I、II类保护动物400多种、3000
多头(只)。在这里，游人们可以
与猕猴相戏，可以跟海豹握手，
可以求海狮温柔一吻，还可以
驾骏马驭风而行！

当然不仅仅只是跟小动
物们亲密互动而已，今年7月，
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新开业

的金丝猴游乐场，推出了大摆
锤、碰碰车、海盗船、自控飞
机、VR体验等各种游乐互动
项目，游园的同时，还能享受
亲子游戏的乐趣。西霞口神雕
山野生动物世界同步开业的
主题餐厅和游乐场能让孩子
们体验游乐项目的同时品尝
各类特色美食，花草语餐厅、
冰雪餐厅仅凭超高颜值外观
就能吸引小朋友驻足张望哦，
快来尝尝看。疯狂马戏城里还
聚集了疯狂动物城的各路精
英，在这里，他们将向大家展
示绸吊、双人太空漫步、倒立
砌砖、晃圈、凳桌子花刚、滚
环、空竹、水流星等各种绝技，
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整点
开演，每天7场，精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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