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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7月11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焉绍涛

李帅) “有本事你就砸车！”就
因女友这句话，乳山一22岁的
男青年在大街上砸了自己的
车，前后挡风玻璃被砸烂，维修
费估计得3000多元。

7月10日晚8时许，乳山商
业街派出所接报警，商业街西
段有人在狂砸一轿车。民警赶
到现场，只见一辆黑色轿车的

前后挡风玻璃被砸坏，玻璃碴
儿散落车内和地上，还有一些
碎砖块。

民警调查取证，询问围观
路人时，一青年男子主动上前
说，“你们不用查了，这是我的
车，我砸成这个样子的”，说完
将驾驶证、行驶证递给了民警，
果然是他的车。继续询问，这名
青年淡淡地说，“没什么，我和
女朋友闹别扭，心情不好，所以

就把车砸了。”
经了解，青年姓张，砸车

前他和女友吵架，踹了一脚自
己轿车的轱辘。女友斜眼看了
看，说“你踹车有什么本事，
有本事就砸！”说完扬长而
去。陈某本来有气，被女友这
话刺激得二话没说捡起砖头
砸向自己的车。这一冲动，张
某 维 修 轿 车 费 用 估 计 就 得
3000余元。

““有有本本事事你你就就砸砸车车！！””他他果果然然砸砸了了
男子和女友闹别扭，对方一句气话，他捡砖头砸碎了前后玻璃

本报威海7月11日讯(记者
陶相银) 11日5时许，一辆

爆胎的面包车撞上世昌大道
路中隔离护栏，两根护栏刺破
车身扎入驾驶室，好在车内人
员没受伤。

11日5时许，世昌大道翠竹
园小区附近路段，一辆行驶中的
面包车突然左前轮爆胎，车辆失
控撞上路中隔离护栏，刹那间，
数节护栏七零八落，两根护栏插
进车身，面包车顶着两根护栏在
不远处停下。交警赶到现场，不
多时交通恢复，经现场勘查，9节
护栏受损，对向车道的一辆货车
因此受损。

肇事车司机介绍，面包车
是张村镇某饭店的，已有10年
车龄，平时也没保养。民警检
查时也发现该车轮胎老化、磨

损严重。
民警介绍，轮胎使用寿命

与使用年限、行驶公里数有
关，若超期使用极易导致爆

胎。此外，夏季路面温度高，车
主应适当调胎压，胎压过高或
过低都易损伤轮胎，易引发爆
胎。

““老老车车””爆爆胎胎撞撞护护栏栏，，两两根根杆杆插插入入驾驾驶驶室室

今年以来，A股市场依旧
震荡，上半年大盘指数累计跌
幅超17%。在此环境下，投资
者风险偏好显著降低，包括债
基在内的低风险固定收益产

品成为关注焦点。
近日，海通证券发布的最

新一季基金公司业绩榜单显
示，截止6月30日，浦银安盛
旗下固收基金年内逆市斩获

正收益，排名高居8 5家基金
公司的第9位；其最近一年的
平均净值增长率达到7 . 58%，
在业内82家基金公司中排名
第12位。

浦浦银银安安盛盛固固收收投投资资能能力力跻跻身身行行业业前前十十

上上半半年年表表现现能能涨涨抗抗跌跌 嘉嘉实实主主动动股股票票型型基基金金业业绩绩行行业业第第一一

2016年上半年已然收官，
在跌宕起伏的市场行情中，权
益类基金整体表现不佳，但是
一些本身投研实力雄厚，通过
精准把握市场节奏并积极布局
新经济风口的基金公司，在上
半年的震荡行情中大放异彩。
其中，摘得普通股票型基金冠

军的嘉实基金，旗下权益类产
品上半年整体表现亮眼，其主
动股票型基金整体业绩位居行
业榜首。

根据WIND数据显示，上
半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平均收
益率为-11 . 73%。在旗下主动
股基达3只以上的基金公司中，

嘉实基金纳入统计的12只基
金，以超越平均水平4 . 57%回
报率排名行业第一。值得一提
的是，嘉实基金旗下权益类产
品规模占比高达48 . 10%，是前
十大基金公司中唯一一家权益
类产品规模占比超过40%的公
司。

主主动动增增强强成成““掘掘金金利利器器””建建信信中中证证550000近近22年年收收益益夺夺同同类类第第一一

金牛理财网数据显示，截
至7月1日，被动指数型基金近2
年收益率45 . 72%，同期增强指
数型基金平均收益率52 . 99%，
其中，建信中证500近2年收益
达102 . 46%，在同期可比的33
只增强指数型基金中排名第1
位。

建信中证500以“量化”
方式实现主动增强，赚取超额
收益。该基金在跟踪中证500
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建信量化
团队自行构建的多因子选股
模型，从财务、动量、情绪三
大因子出发，精选优质个股，
组建有效的投资组合，力争获

取高于标的指数的投资收益。
基金经理叶乐天作为主动增
强中的“人脑”担当，尤为擅
长量化投资。他历任市场风险
管理分析员、量化分析经理，
从事风险模型、量化研究与投
资，在量化投资上具有丰富的
实战经验。

在法兰西举行的欧洲足
球锦标赛上，德国、葡萄牙等
强队之所以能一路过关斩
将，成争冠之势，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其所拥有的强大球星
阵容。在细分市场一路所向
披靡的新K2，除了让人惊艳
的时尚设计，其强大的科技

“阵容”更是出类拔萃，无愧于
“车坛欧洲杯”的冠军表现。

那些备受大众瞩目的球
星，通常都是颜值出众，新K2
也似乎印证了这个规律。外
形设计上个性鲜明的新K2，
散发着时尚的魅力。在欧洲
著名汽车设计大师彼得·希
瑞尔“Design KIA”的理念指

引下，新K2运用车身线条的
相互融合,使其显得更加个性
十足，令人过目难忘。

在竞争激烈的汽车消费
市场，各路车型较量也像足
球赛一样，不见硝烟的比拼
时刻上演，东风悦达起亚新
K2凭借杰出的品质表现和傲
人的口碑成为其中的佼佼
者。

冠冠军军实实力力
新新KK22超超强强““阵阵容容””领领衔衔车车坛坛欧欧洲洲杯杯

欧洲足球的战火正在法
兰西熊熊燃烧，作为世界足
球文化的中心，欧洲豪门的
强强对决让我们充分领略到
了足球运动狂野的力量与激
情的速度。无独有偶，东风悦
达起亚旗下明星车型全新
K5，既拥有权威认可的安全
级坚固车身，又装备强劲的
T动力引擎，以品质与实力
向足球欧洲杯致敬。

在欧洲设计大师彼得·
希瑞尔“Design KIA”理念
的锻造下，全新K5奢华、时
尚的外观设计给消费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在
车辆的安全可靠性上，全新
K5也是做足了功夫。

在本届欧洲杯上，球员
们在为我们奉上精彩、酣畅
的赛事同时，又充分诠释出
去足球运动所具备的拼搏进
取，奋发向上之精神。一如全
新K5迸发出的强劲产品力，
既将自身“致臻致美”的产品
内涵完美彰显，又契合了东
风悦达起亚精益求精的造车
精神。

力力量量++速速度度的的挑挑战战
星星范范全全新新KK55““助助阵阵””欧欧洲洲杯杯

投投资资紧紧跟跟国国家家战战略略 华华夏夏乐乐享享健健康康““掘掘金金””健健康康中中国国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升，
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越来越
关注。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
报，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
国家战略。正在发行的华夏乐
享健康基金精选医疗健康行
业优质个股，紧跟“健康中
国”国家战略，挖掘其中的投
资机会。

据悉，华夏乐享健康拟任
基金经理陈斌为医学博士出
身，具有丰富而扎实的专业研
究背景。同时，他还是华夏基
金新生代明星基金经理，投资
风格积极进取，策略灵活，擅
长对优质成长股自下而上的
精选投资。WIND数据显示，
截至7月7日，陈斌管理的华

夏医疗健康A类自2015年2月
2 日 成 立 以 来 的 总 回 报
30 . 4 0%，同期沪深300下跌
6 . 53%。

战略前景，不妨购买华夏
乐享健康基金. 7月29日前，感
兴趣的投资者可通过华夏基
金、各大银行、券商等渠道进
行认购。

男男子子以以工工伤伤为为由由长长期期不不上上班班
劳动仲裁支持单位解除他的劳动合同

本报威海7月11日讯(记
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张
明) 刘某因工外出发生交
通事故负伤，停工留薪期满
后仍不上班，单位多次提供
工作岗位并下达通知，刘某
置之不理。近日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裁定解除刘某与公
司的劳动合同。

刘某2012年3月到公司
工作，同年11月13日因工外
出发生交通事故负伤。2013
年11月12日停工留薪满一
年，刘某没上班，也没办理病
假手续。

2014年5月，公司给刘某
提供门卫岗，刘某以治疗没
结束、不能胜任为由拒绝。
2015年9月22日，公司再次向
他送达《工作安排通知书》，
提供4个工作岗位供选择，要

求他于9月26日到公司报到。
9月23日，刘某书面回复

公司不能胜任4个岗位，要求
另安排，26日，刘某没到公司
报到。10月15日，公司以刘某
不选择岗位、不按照规定时
间到岗上班，连续旷工19日
为由，解除他的劳动合同。

接到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刘某提起劳动人事仲裁，
要求裁定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无效，公司按月支付伤残津
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审理认为，刘某工伤鉴定为
劳动能力障碍程度6级，护理
依赖程度为无护理依赖，停
工留薪不宜延长。单位2次提
供5个工作岗位给刘某，刘某
均称不能胜任，但缺乏医学
证明，连续旷工，严重违反单
位规章，驳回刘某的请求。

本报威海7月11日讯(通
讯员 殷澎) 临港区国税
局“四个+”激发干部队伍活
力。一是制度+执行，消除管
理盲区。落实规范建设，修订
完善了《驾驶员管理办法》、

《办税厅外服人员管理办
法》，制定制定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清单，确
保行有章法、做有监督，以规
范科学的制度管理干部、保
护干部。二是作风+内控，强
化法纪监督。三是培训+实
战，提升干部素质。利用双休
和下班时间，组织集中学习
20余次，专题培训5期等。

临临港港国国税税激激发发干干部部队队伍伍活活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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