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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想，如果我老了，偶遇
儿时的自己，想对他说些什么？
想必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颠沛
流离，无非是告诫他心怀梦想，
坚持到底！我想这便是初心罢，
人如此，车亦如是。自东风悦达
起亚第一代K2上市以来，其始
终以“超越同级”为产品理念，
以创造精彩汽车生活为愿景，
在细分市场取得领先地位。如
今，“越·享新生”的新一代K2
不负初心，再度来袭，目标直指
细分市场新标杆!

星爷说，做人如果没有梦
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为什么

是咸鱼，恐怕因其是死鱼，而且
双眼凸出，内干外皱，死相还很
难看。新一代K2有着新锐灵动
的外观设计，内藏丰富智能科

技与卓越动力，心怀和咸鱼截
然相反的标杆之志。逐梦的路
上，不妨有它陪伴，越享新生，
成就各自的精彩。

新新标标杆杆炼炼成成史史 新新一一代代KK22不不负负初初心心 越越级级而而来来

本报威海12月13日讯(记者
冯琳) 日前，2016嘉人中国

风超级盛典邀请到近百位明
星好友助阵，安利大中华高层
也莅临现场共同见证超越时
间的极致之美。

当天，顶级大牌致敬中国
风，雅姿独家妆容赞助。今年

盛典的18件作品由不同模特
现场演绎，雅姿彩妆系列独家
赞助本场模特妆容。浪漫优
雅，冷艳烟熏，摩登都市，三大
主题特色妆容，惊艳全场。

除了独到而极致的设计
作品展示，嘉人中国风今年还
首次设立“美肤创新科技大

奖”，通过甄选试用，为嘉人女
性推荐美肤佳品。今年的这一
大奖由安利雅姿？活肤水斩
获，这一革命性的精华肌底液
打破常规护肤概念，突破性创
新科技，净化肌底并极致修
护，数倍增强后续产品吸收，
让肌肤纯净鲜活，绽放年轻光

彩。“雅姿所做的，就是要用高
质量的产品，成就每一个人心
中对美的期待，让每一个女性
都能够实现雅姿的品牌主张，
实现超越之美。”安利大中华
市场副总裁余放女士在领奖
时说到。

作为安利旗下世界五大高

端美容护肤品牌之一，雅姿品牌
以与生俱来的艺术基因和创新
科技不断诠释“超越之美”的品
牌内涵。雅姿坚信，每一位女性
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和嘉人
一样，雅姿一直在不断探寻、畅
想、创新，不断拓展美丽界域，为
万千女性注入时尚活力。

雅雅姿姿获获美美肤肤创创新新科科技技大大奖奖

凛凛冬冬将将至至 贴贴心心护护驾驾 全全新新KK55温温情情相相随随

以“凛冬将至”为族语的史
塔克家族，是热播美剧《权利的
游戏》中最温暖的存在。其家族
成员虽不断遭遇厄运，但依然
前仆后继，以一颗赤子之心守
护着北境的安宁。而在凛冬已
至的今天，东风悦达起亚全新
K5以时尚的造型和人性化的
科技配置，为车主打造浪漫温
馨的隆冬出行体验。

唯有满足消费者个性和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才能赢得信
赖，由彼得·希瑞尔亲自操刀，

全新K5的设计
水准绝非浪得虚
名。从外形上看，
全新K5经典的
虎啸式进气格栅
采用点阵式中网
设计，鹰眼状前
大 灯 与 格 栅 相
连，更加扁平化，
增加了车身的贴
地感。

在寒冷的冬季，全新K5通
过更多贴心、便利、安全的人性

化科技配置，为追求品质生活
的消费者提供温暖快乐的出行
感受。

建建信信基基金金邱邱宇宇航航：：

未未来来两两年年类类权权益益资资产产具具备备上上涨涨空空间间

2016年接近尾声，不少
投资者开始为明年资产配置
作规划。建信基金邱宇航认
为，从配置角度看，权益类资
产在未来两年里具备上涨空
间，获取收益的机会明显高
于固定收益类产品。2016年
的股市主要是巩固和调整，
2017年表现大概率会好于
2016年，整体偏股型基金的
收益率水平也会大概率优于
2016年。

邱宇航认为，不管国际

环境如何变化，2017年权益
市场最主要的投资逻辑还是
看中国自身的深化改革进
程。就中国目前的资产配置
情况而言，资金在固定收益
端显得过于拥挤。而A股市
场经历了2015年下半年的巨
震以及2016年年初的熔断，
尚且处于市场的低位。因此，
从配置角度看，未来两年，权
益类资产获取收益的机会会
明显高于固定收益类产品。

天天弘弘永永定定获获权权益益类类

领领跑跑优优势势成成““长长跑跑健健将将””

临近年底，公募基金界
的年底排位赛也正式拉开。
不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发
现，随着基金数量突破3000
大关，要在如此众多的基金
中挑出每年的“冠军基金”实
属不易，相反挑选一家业绩
较好的基金公司，再从中挑
选绩优基金就简单许多。

据同花顺iFinD统计，截
至12月7日，天弘旗下最近3
年所有拥有完整区间数据的
权益类产品共3只，分别为天

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天弘
周期策略混合和天弘精选混
合，在近3年的震荡市中累计
收益全部为正收益。截至
2016年12月7日，天弘永定价
值成长混合和天弘周期策略
混合最近3年总回报分别为
127 . 90%、56 . 32%，成立以
来总回报分别为151 . 93%和
76 . 60%，最近3年的表现也
超 过 了 同 期 上 证 指 数 涨
43 . 40%的涨幅，为投资者带
来较好的回报收益。

作为法系车中安全家轿的
代表，C4世嘉的品质是大家有
目共睹的！当然，口说无凭，但
作为C-NCAP“五星”安全认证
的好车，你还能对他的安全说

“NO”吗？毫无疑问，这是不可
能的事情。可C4世嘉的安全不
仅于此 ，他在人体健康安全
方面也格外出众——— 在今年C
-ECAP评选中，C4世嘉在车内
空气质量、车内噪音、有害物
质、综合油耗、尾气排放等多项
严苛检测中均表现优秀，最终
以91 . 05分的出色成绩夺得C-
ECAP白金牌大奖。

C-ECAP是基于生态设计
的理念，从“健康、节能、环保”
三个方面针对汽车产品全生命

周期、主要环境影响指标进行
的综合性评价。旨在鼓励汽车
产品在完整的生命周期内，从
最初的选材、制造到使用乃至
最后的回收处理，最大限度降
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
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
料，以保障用户的健康安全并
实现环境保护。它与不久前C4
世嘉刚刚斩获“五星评价”的C
-NCAP一同成为了检验国内
汽车设计制造、车辆安全方面
的较为权威的检验检测项目。

在整个测试中，C4世嘉不
仅以91 . 05分的出色成绩加冕
荣誉勋章，而且在“车内噪音”
单项中取得了满分成绩；在“车
内空气质量”和“综合油耗”方

面，也取得了较高的分数。
T+STT核芯动力 搭建绿

色出行之路
凭借“T+STT核芯动力”，

C4世嘉在“高动力”和“低油
耗”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
参 数 显 示 ，本 次 获 奖 的
1 . 2THP手动挡车型，其峰值
扭矩达到230Nm，最大功率实
现100kW；与之“充沛”表现相
反的是，其百公里综合油耗竟
低至5L，几乎碾压同级别所有
车型。而该搭载的1 . 2THP发
动机，已连续2年蝉联“国际年
度发动机”大奖。其采用模块化
全铝合金轻量化缸体、全钢锻
造曲轴、集成化设计缸盖、轻量
化铝合金活塞、叶片式可变排

量电控机油泵、
先进的热量管理
系统等技术，全
面减少发动机重
量和磨损、提高
发 动 机 工 作 效
率，从而有效降
低 了 油 耗 和 排
放。

绿色静谧座
舱 打造愉悦驾
乘空间

C4世嘉在“车内空气质
量”和“车内噪音”上均斩获高
分，这得益于其不遗余力地为
每一位驾乘者带来一个健康、
舒心的驾乘环境。

空气质量方面，C4世嘉加

载了带花粉、粉尘、气味过滤器
的双区全自动空调。除了满足
不同区域乘客对于温度的需
要，还能够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尤其是对PM2 . 5的过滤也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进一步保障
了车内环境的健康。

CC--EECCAAPP白白金金牌牌认认证证 CC44世世嘉嘉带带你你绿绿色色出出行行畅畅无无忧忧

乳山供电

开展冬季反违章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张玮) 日前，国网乳山供电公
司开展冬季反违章活动，集中
整治习惯性违章，进一步改善
和优化安全管理工作，确保人
身和设备安全。本次专项治理
行动，对现场作业人员安排、安
全措施落实、安全规程制度执
行等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

查，加大对电网作业现场，尤其
是高风险作业、大型复杂施工
和交叉作业施工现场的安全管
控力度。

高区国税落实问责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龚琴) 日前，高区国税局召开
党组中心组会议“带头学”、将

《问责条例》相关知识纳入“岗
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测试。
通过测试，工作人员“对照6种

情形查摆问题，按照依规依纪、
实事求是的原则描绘自我画
像，全局党员干部制定问题台
账、整改台账87份。

经区审计局

强化招投标监督

本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郑卿) 为加强东部滨海新城
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力度，进一
步规范项目招投标行为，确保
新城建设资金高效规范运行，

避免规避招标、暗箱操作等违
法违规形为发生，经区审计局
严把“准入关”、“质量关”、“费
用关”、“实施关”、纪律关”等五
个关口，强化广安城投建设项
目招投标审计监督力度。

临港国税

践行“三严三实”

本报12月13日讯 (通讯员
宋伟健) 临港区国税践行

“三严三实”提升 干部队伍

素质。一是抓学习，加强思想
教育。整理“三严三实”相关
资料，发到党员干部手中，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观念，
并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党章和纪律规定、

“三严三实”相关读本等列入
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及全员
教育培训的内容中，提升干部
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二是抓制
度，加强纪律规范。三是抓整
改，加强素质提升。，取得良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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