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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牵手 新一代K2 幸福“心”起点

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恋
爱，人生的幸福大多是从第一
次开始。作为一款旨在为年轻
人提供“人生第一辆座驾”的
东风悦达起亚新一代K2，时刻
不忘用心呈现卓越品质，通过
在设计、科技、舒适性上全面
升级，满载着年轻一代对家庭
幸福的憧憬与承诺，堪称名副
其实的“幸福座驾”。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
设计上代表全新设计潮流的
新一代K2，在保留原有设计精

髓的基础上，进一步
强化了时尚、动感的
精英气质，让外形设
计更加惊艳。

蜕变之后的新一
代K2无疑让自身实力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
最新公布的美国J .D.
Power 2016年中国汽
车性能、运行和设计研
究(APEAL)中，K2以735的高分
位列紧凑型高端轿车排名之首，
这充分体现出了东风悦达起亚

领先的技术实力与用心的造车
态度，同时，也让“越·享新生”的
品牌内涵更加落地有声。

好事成双恭贺C4世嘉连获C-NCAP、C-ECAP两项大奖

今年7月，受市场与消费
者一致好评的C4世嘉连获殊
荣——— 在安全保护方面，其
1 . 2THP手动舒适型轿车凭
借强大的安全配置荣获C -
NCAP“五星”安全大奖；在健
康、节能方面，其丰富的配置
又 一 路 过 关 斩 将 ，收 获 C -
ECAP“白金牌”荣耀。一下就

同 时 斩 获 国 内 两 大 权 威 奖
项，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好事
成双了！

普通消费者可能对“C-
NCAP”和“C-ECAP”还比较
陌生，实际上它们可是检验
国内汽车设计制造、车辆安
全方面的较为权威的两大检
验检测项目——— 杠杠的实力

认证！而C4世嘉凭借其越级
的安全性能，以56 . 1的高分
一举斩获C-NCAP“五星”殊
荣。同时，又依靠其在车内空
气质量、车内噪音、有害物
质、综合油耗、尾气排放等多
方面的优异表现，以91 . 05分
的出色成绩加冕C-ECAP的
最高荣誉——— 白金牌。

江西五十铃mu-X国五驾到，越野三冠王带你驰骋天下！

为积极响应国五排放标
准政策，满足更多消费者的用
车需求，江西五十铃传承五十
铃百年技术精髓，精心打造了
合资品牌柴油SUV的国五车
型——— mu-X国五版，并将隆
重推向市场！

达到国五标准，不仅使得排
放更清洁，同时江西五十铃对产
品进行了更多的升级来满足消
费者及市场需求。从表面上来看
或许只是车型参数上的改变，但
是支撑这些数据的，是江西五十

铃所掌握的核心技
术的升级和国际领
先技术的支持，以
及不断投入的高昂
成本。江西五十铃
的诚意之举，使mu-
X国五版成为柴油
SUV的首选。

江西五十铃
诚意满满，为消费
者带来了更大的惊喜：针对实
施国五排放标准的地区，在
mu-X国五预售期间(即日起

至12月11日)，到店签单购车
(交车时间为2016年12月31
日前)，即可享受3000元油卡
和价值3888元大礼包！

泰泰达达宏宏利利基基金金：：解解密密量量化化基基金金产产品品
对对高高净净值值客客户户的的配配置置价价值值

从2012-2016年，中国
高净值人群的理财需求呈爆
发式增长。高净值人群通常
具有更好的投资敏感性，他
们的投资动向也往往成为市
场的风向标。针对当前高净
值人群的资产配置现状，泰
达宏利基金认为，在当前的

低利率时代，银行存款利息
极低，2016年各大银行1年期
存款利率均在2%以下，银行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集体买
入“3”时代。因此，长期看来，
高净值人群更需要加大权益
类资产的投资来避免资产缩
水的风险。

建建信信基基金金邵邵卓卓：：
兼兼顾顾价价值值与与成成长长，，力力争争稳稳健健投投资资回回报报

2016年三季度以来，宏
观层面表现出了较高的景
气，生产、价格、利润及库存
的传导链条也表现出超预期
的韧性。关于后市投资策略，
建信基金经理邵卓表示，市
场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经
过一年多的调整，目前A股
市场现处于“中间”状态，兼
顾价值与成长，构建稳健的
投资组合，是实现收益增长
的关键。邵卓认为，在历经三

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后，自
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影响
已经越过了巅峰，很难再依
靠贸易自由化和货币宽松获
得新的边际改善，能否建立
对中长期基本面的信心是提
升市场风险偏好的主要驱动
力，但是短期的刺激提振政
策和中长期的结构改革目标
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因此也很难找到支持市场整
体走高的系统性逻辑。

量量化化投投资资不不惧惧牛牛熊熊变变换换
中中银银量量化化精精选选基基金金发发行行

进入四季度以来，A股
依然维持窄幅震荡格局，多
空双方在3100点附近展开拉
锯战。量化基金凭借其系统
性、纪律性等优势，业绩大幅
领先于其他基金产品。据悉，
中银基金旗下中银量化精选
基金于11月8日发行，值得投
资者关注。

量化投资牛在哪里？相

对于主动投资而言，量化投
资具有系统性、纪律性、准确
性、分散化、及时性等优势。
量化投资的核心是模型，它
可以严格执行数据模型给出
的投资建议，克服人性的弱
点，减少错误的发生。在振荡
市中，量化基金往往能战胜
主动管理的基金，赢得超额
收益。

本报威海11月14日讯(记者
陶相银) 14日，受冷暖空气

交替影响，威海各地大雾。未来
几天，冷暖空气交替，15日最高
气温约9℃，之后快速回升至
15℃，本周后期又将降温。

1 5日多云到少云，北风
近海7级阵风8到9级逐渐减

弱到5到6级，内陆5到6级逐
渐减弱到4到5级，温度沿海
5℃到10℃，内陆3℃到9℃，
市区4℃到9℃。

16日，多云，南风近海5到6
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4℃
到13℃，内陆0℃到12℃，市区
4℃到13℃。

17日，晴到多云，南风近海
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
8℃到14℃，内陆5℃到14℃，市
区8℃到15℃。

18日到20日，南北风交替
出现，气温有所波动，以阴天为
主，18日、19日有一次降雨过
程，20日前后气温下降明显。

本本周周冷冷暖暖交交替替 气气温温忽忽上上忽忽下下
周五周六有雨，周日大降温

数数百百医医护护人人员员取取经经韩韩式式美美容容
本报威海11月14日讯 (记

者 冯琳 ) 12日，威——— 韩
整形美容国际论坛2016年度
威海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
年会暨瘢痕的综合防治继续
教育、技术推广举办。

为进一步促进威海医学
美 学 与 美 容 专 业 的 学 科 发
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威海
市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专
业委员会拟召开威-韩整形
美容国际论坛暨瘢痕的综合
防治继续教育、技术推广培
训班，邀请韩国延世大学著
名整形美容外科专家及省内
著名整形外科专家前来交流
最新美容专业知识与资讯、
瘢痕的综合防治技术推广。

当天，韩国6位整形医院
院长及教授就多项整形美容
热点对大家展开培训。培训
的主题是：面部轮廓整形新

进展、面部美容整形新进展、
面部年轻化、面部脂肪填充
新进展、乳房整形与重建新
进展、瘢痕综合防治新进展、
皮肤美容新进展等。

培训内容非常生动，教
授们通过整形成功的典例以

及不成功的例子进行分析，
教医护人员很好地规避雷区
以及如何将整形这项工作做
到精细化。同时，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很好地从技术层
面 给 他 们 提 出 指 导 性 的 建
议。

▲培训现场，医护人员仔细学习韩国整形教授讲课内容。 记者 冯琳 摄

本报威海11月14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孙
凤侠 李振伟) 近期，乳山
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成功冻结两起电信诈
骗案涉案资金，为受害人挽
回74977元。

10月20日16时许，骗子
冒充乳山冯家镇某公司领
导，通过QQ诱骗公司会计姜
某，要其向指定账户汇5万
元。接到报案后，反诈骗中

心民警和银行配合，冯家派
出所民警迅速启动止付工
作，成功冻结该笔款项。

11月6日12时许，乳山
某小区居民高某到胜利街
派出所报案称：他在网上某
商城购买积分，有人用虚假
平台发送交易短信获取验
证码，转走了他银行卡内的
24977元。胜利街派出所快
速反应，配合受害人前往银
行冻结卡内资金。

乳乳山山反反诈诈骗骗中中心心阻阻击击两两起起诈诈骗骗
7744997777元元涉涉案案资资金金被被成成功功冻冻结结

本报威海11月14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邵
梦娜 王晓飞) 因一个拖
把放过了界，乳山市黄山路
开商店的俩邻居大打出手。

13日14时，乳山市黄山
路中断路段有人打架。商业
街派出所民警赶往现场，只
见两名大约30多岁的中年
男子在撕打，旁边两名女子
在互相叫骂。

经了解，打仗双方分别
是李某夫妇、张某夫妇。李

某夫妇、张某夫妇同在黄山
路上开商店，两店相邻，平
时就小吵小闹不断，这一次
的爆发只是因为一个拖把
放过了“界”，两家人为此吵
了起来，吵到后面，李某和
张某两人大打出手，张某的
头部被李某用拖把砸破。

初步调查后，民警了解
到两家一直存在竞争，考虑
到双方是邻居，还要相处，
民警调解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

邻邻里里开开商商店店 过过界界拖拖把把引引发发斗斗殴殴

威海润奇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鲁 税 威 字
371002793929695)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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