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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
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
助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这
句话凸显了华泰柏瑞总经理
助理、基金经理沈雪峰投身
金融领域时的初心：知行合

一，长期坚持做正确的事，致
力于为投资人实现投资的复
利价值。

本月初，华泰柏瑞公告
增聘沈雪峰为华泰柏瑞激励
动力基金经理。横跨公募与

专户领域，27年的市场历练
已使她成为市场罕见的“破
圈”基金经理，也是市场上不
可多得的经历过多轮市场大
起大落考验的“宝藏”基金经
理。

华泰柏瑞沈雪峰：知行合一 回归本心

近日，中国银行联合泰
达宏利等多家公募基金，启
动了为期5个月的基金定投
节活动，在本次基金定投节
活动期间，选择中国银行定
投池内产品定投手续费仅三
折，旨在培养广大投资者的
定投习惯，获取更好的持基
体验，养成投资者的中长期

投资观念。
据了解，此次中国银行

与众多基金公司一起，在全
市场6000多只基金产品中
精选出20只精品基金进入
定投池，基金类型涵盖主动
权益型基金、量化基金、ETF
联接基金、指数增强基金，
其中唯一的指数增强基金

便是泰达宏利沪深300指数
增强A。

目前，泰达宏利沪深300
指数增强A由基金经理刘洋
管理。Wind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7月8日，在管理该产
品的一年半时间里，刘洋的
任职总回报率高达75 . 04%，
超越基准21.54%。

给未来开个好投 中国银行牵手泰达宏利开启“基金定投节”

由《上海证券报》主办
的第十七届“金基金”奖评
选结果于今日(7月6日)揭
晓。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
优秀的中长期业绩表现、良
好的风控管理以及对社会
责任积极践行的态度，中海
基金旗下的中海医疗保健
主题股票斩获上海证券报

“金基金·股票型基金三年
期奖”；中海环保新能源混
合荣获上海证券报“金基
金·责任投资(ESG)基金
奖”。

中海基金总经理杨皓
鹏表示：“经过16年的精耕
细作和规范管理，业内对我
们投研实力的认可正日渐

提升。未来中海基金投研团
队将心怀感恩，载誉前行，
用我们的务实研究，不懈努
力为基金持有人创造更多
价值；在社会责任方面，我
们也将继续积极践行责任
投资，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
公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
助力添瓦。”

捷报！中海基金旗下两只基金斩获“金基金”奖

回顾这半年，在疫情影
响下全球资本市场震荡，而
A股表现出良好的韧性，存
在不少结构性机会，医药、
科技、消费等板块表现出
挑。宏观环境和市场行情复
杂演绎，再一次凸显了专业
机构的投研优势，建信基金
凭借长期以来良好的投资

管理实力，今年上半年持续
为投资者创造了可观回报。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6
月30日，旗下建信高端医
疗、建信内生动力、建信创
业板ETF、建信中证1000等
14只基金产品年内收益率
超25%，同期上证综指则下
跌2 . 15%。

自2005年成立以来，建
信基金始终秉承以研究为
基础的价值投资，通过投资
与研究团队的密切配合，挖
掘优质投资标的布局，并以
优秀的投资业绩，受到权威
机构认可，今年荣获“金基
金·社会责任投资(ESG)基
金管理公司奖”。

14只基金上半年赚超25% 建信基金“乘风破浪”为投资者创造回报

7月以来，创业板节节
攀升，连创新高。与此同时，
可投资创业板的公募基金
也迎来“新丁”。华夏基金公
告旗下可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的华夏创业板两年定
期开放混合基金于7月16日
正式发售。该基金限额30亿

元发售，若募集期内规模超
过30亿元，将启动末日比例
配售，投资者可通过各大银
行、券商、华夏基金官方直
销平台等渠道认购该基金。
华夏创业板两年定开基金

的管理人华夏基金，具
有二十多年投研经验，对创

业板保持多年的追踪研究。
拟任基金经理林晶，现任华
夏基金投资研究部执行总
经理，清华大学经济学硕
士，拥有15年证券从业经
验，2017年开始任职公募基
金经理，在科技成长投资研
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更高效的创业板投资工具 华夏创业板两年定开7月16日发售

据悉，中信保诚安鑫回
报即将发行，该基金的拟任
基金经理正是中信保诚基
金固收业务负责人、“固收
+”老将韩海平。这位擅长宏
观周期判断和估值相对价
值把握的“老司基”，其管理
的基金具备净值平稳增长、
回撤控制优秀的特点，更适

合稳健型投资者。
据了解，中信保诚安鑫

回报将于7月13日起发行，
作为一只运用“固收+”策略
的二级债基，该基金可以更
有效地抵御单一资产波动，
提高风险收益比。

拟任基金经理韩海平
表示，该基金在成立后将采

用“好券打底，好票增色”的
思路进行建仓。具体来看，
债券资产的配置比例将不
低于80%，将以利率债、高
等级信用债为主；股票资产
的配置比例将不高于20%，
持股思路以优质白马蓝筹
股为主，精选个股，以穿越
牛熊。

中信保诚安鑫回报7月13日起发行

结合后疫情时期消费者对风
险防范和财富管理的现实需求，太
平人寿计划特别推出一款月交固
定领取型养老保险“太平吉祥人生
养老年金保险”(以下简称“吉祥人
生”)，通过“月交保费”“终身领取”

“收益稳定”“给付保证”等产品设
计，助力消费者解决养老刚需和痛
点。

进入后疫情时代，人们普遍认
识到，提升“免疫力”是对抗风险的
重要手段，而“免疫力”，不仅包括
对抗健康风险的“机体免疫力”，还
包括应对财富收入风险的“财务免

疫力”，尤其要提早做好养老等确
定性需求的规划和储备。商业保险
作为养老的第三支柱，在个人养老
规划中发挥着养老补充的重要作
用。“吉祥人生”既能锁定养老收
益，又能轻松补充养老金，而且可
以“月交”“月领”的产品特性，无疑
是帮助消费者提升养老品质的一
项有效利器。

具体来看，“吉祥人生”最突
出的优势就是“月交”“月领”的产
品设计。在以往的保险产品设计
中，交费方式大多设置为按年交
费，而“吉祥人生”则为顺应当下

新时期需求及新生代消费习惯，
特别设计成按月交费的形式，每
月500元起，这不仅降低了投保门
槛，还因大幅降低单次交费金额，
有力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尤其是
面临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
帮助更多人轻松实现富足养老。
同时，“吉祥人生”的养老保险金
领取频率为每月或每年，比如，被
保险人选择按月领取，则每月都
可领取100%基本保额的养老保险
金，与退休后的养老金有效匹配。

除此之外，“吉祥人生”的养老
保险金是终身领取的，收益明确，

安全稳定。而且该产品还设置了保
证给付期，即自领取之日开始，养
老保险金保证领取至80周岁。也就
是说，在保证给付期内，如果被保
险人不幸身故，那么保证给付期内
尚未领取的养老金将一次性全部
给付给受益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陆先生今年
30周岁，购买太平吉祥人生养老年
金保险，选择每月交费1000元，共
交20年，并决定从60周岁后以月领
的方式领取养老保险金。那么从60
周岁后首个保险单周年日开始，他
每月可领取2000元的养老保险金，

在保证给付期内(至80周岁)，他累
计共可领取48万元，生存时间越
长，累计领取的金额也越高。如果
急需用钱，还可以申请保单贷款，
满足临时资金周转需求。

据了解，太平人寿是我国年保
费收入超过千亿的头部寿险公司
之一，其所属集团公司——— 中国太
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
唯一一家管理总部在境外的中管
金融企业。惠誉国际已连续五年对
太平人寿作出“A+”(强劲)财务实
力评级，展望为“稳定”。

(吴茵 王丹)

“月交”“月领”成养老保险新“玩法”

太平人寿推出月交固定领取型专属养老保险“吉祥人生”

为迎接建党99周年，弘
扬党性文化，从小培养学生
热爱中国共产党，树立听党
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的理想，乳山市黄山

路学校党总支组织骨干党
员教师为学生进行一次党
性文化教育。

通过开展党员教师讲
党史队情活动，增强了党员
教师传承党性文化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也提高了学生
对党和少先队的知识、党的
历史、党的奋斗目标的认
识，增强了学生的自豪感和
荣誉感，树立起为共产主义
事业奋斗伟大理想。(常英)

乳山市黄山路学校开展党性文化教育

近日，乳山市怡园中学
邀请胜利街派出所仇善荣
警官为全校师生开展了禁
毒知识讲座。仇警官介绍了
毒品的基本知识，通过展示
吸毒者前后对比照片，讲述

真实案例让广大师生深刻
地了解到吸食毒品对自身、
家庭和社会的危害。仇警官
在分析了青少年涉毒的几
大原因后，告诫大家必须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本次讲
座使广大师生的防毒、拒毒
意识得到了很大提升，为学
生了健康成长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冯甜甜)

乳山市怡园中学开展禁毒教育知识讲座

为进一步明确学期教
科研工作的思路和目标，调
动广大教师开展教科研工
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
日，乳山市府前路学校召开
教科研工作会议，明确教科

研工作的目标任务，提升学
校教科研工作水平、促进青
年教师研究力提升。

(于洁)
近日，乳山市府前路学

校召开了如何推进初中生

深度阅读的研讨会议，着力
沐浴书香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和落地生根，确定出深
度阅读的“推进策略”和“实
践路径”。

(冯利华)

简讯

夏季即将来临，学生溺
水事件时有发生，为预防此
类事件的出现，提高学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

近日，乳山市怡园中学召开
了“珍爱生命 谨防溺水”
安全教育大会。通过此次活
动，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溺

水事故的严重后果，了解了
防溺水的相关知识，增强了
防溺水安全意识。

(杨妍妍)

乳山市怡园中学召开防溺水安全教育大会

校园内外

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绿色校园,乳山市府
前路学校学校开展了“弘扬
生态文明 ,共建绿色校园”
主题教育活动。 (高鹏翥)

近期，乳山市实验中学
加大了校园及教学楼内环
境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了环
境的隐性教育功能，凸显出
校园文化随处育人的特点。

(秦丽华)
近期，徐家中心学校

将各种赛事纳入学生的自
主管理中，进一步拓宽学
生自主管理的范围，真正

做 到 了“ 我 的 比 赛 我 做
主”。 (丛洪波)

7月，乳山市诸往镇中
心学校大力倡导实施分层
教学与作业设置，确保疫情
期间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
吃好吃饱，学会学透。(于娜)

乳山市西苑学校党支
部开展“谈观看‘战疫’党课
体会”主题党日活动，党员
们表示要以“我是党员，我
先上”为标杆，牢记使命！

(刘波)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精

心布局校园“广角”，每个地

方都可以看到有教育意义
的标识和标语，把爱国的种
子撒到每位府前人的心灵
深处。 (史明飞)

因“错锋上学”，乳山市
实验中学新购置了一套铃
声控制系统，分室内外、按
级部设置铃声，方便了广大
师生更好地把握作息时间。

(单晓燕)
为鼓舞师生在今后的

学习中实践知行合一，勇攀
高峰，徐家镇中心学校组织
全体师生召开期末教育工
作总结鼓舞大会。(张海丽)

本 报 讯 ( 记 者 高
洪 超 通 讯 员 于 军
威 ) 近 日 ，市财 政 局 联
合 住 建 、发 改 等 部 门 抽
查 验 收 2 0 1 9 年 度 农 村

清 洁 取 暖 工 作 落 实 情
况。

农 村清洁取暖是改
善民生的重点工程。财政
部门累计安排资金 1 0 0 0

万元对1 4个镇街、1 4 8 7 7
户 农 村 家庭进行清洁取
暖改造，其中，集中供热
9 6 6 3 户 ，分 散 清 洁 取 暖
5214户。

2019年度农村清洁取暖抽查验收结束
普陀路小学举行期末总结及暑期工作部署会

为总结表彰一学期工
作，弘扬优秀典型,奖励学生
的付出与成长，弘扬校园

“美德”正能量，做好暑假工
作部署。7月10日，普陀路小
学举行“威海市普陀路小学
期末总结及暑期工作部署
会”。

张娜娜副校长公布了
本学期的团队百分考核成

绩，布置了暑期培训计划，
并要求各教研组根据环翠
区教体局安排进行暑期研
修，还公布了教师假期读书
计划，要求学校老师们在假
期充电学习。王凯副校长要
求教师在放假前认真进行
防溺水教育，做好孩子的暑
假安全教育。刘爱静主任强
调教师在假期中要遵守师

德师风，维护好人民教师的
职业形象。随后，张红梅主
任要求全体教师在假期要
监管好孩子的作业完成情
况。最后，刘晓波校长向大
家通报了学校在生态特色
建设方面取得的新成绩，并
鼓励老师们在新学期再接
再厉。

(李宏伟 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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