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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预警保护机制 嘉实瑞享为投资者锁定回报

公募基金对于投资
运作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愈加重视。据悉，于7月9
日发行的嘉实瑞享定期
开放基金首创公募行业
双预警保护机制，以减少
极端风险对基金净值的
影响。据介绍，嘉实瑞享
定期开放基金采用封闭
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

环的方式，成立后每两年
开放一次申购赎回，每次
开放5-20个工作日。同
时，嘉实瑞享利用封闭运
作的优势，追求长期投资
机会，有利于个人投资者
克服在投资过程中受市
场情绪波动的影响而导
致的“追涨杀跌”行为的
发生，让投资者充分享受

长期投资收益。嘉实瑞享
基金招募说明书显示，其
开放期内股票资产占基
金资产比例为0%-95%，
封闭期内股票资产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为 0 % -
100%，开放与封闭运作
期间投资于港股通标的
股票占股票资产比例都
不会超过50%。

进入7月以来，股债
跷跷板效应持续上演：
中证全债指数频刷新高
的同时，上证综指却一
度跌破2700点。不过随
着A股估值持续回落，其
长 期 配 置 价 值 正 在 凸
显。在此背景下，兼具债
券安全属性和股票进攻
属性的可转债受到市场
关注。银华可转债基金
(005771)即于7月12日
开始发行，该基金将充
分利用可转债“下有保
底、上不封顶”的特点，
在债市向好环境下获取
债券稳健收益构建安全
垫，并视股市行情适时
转股，享受股利分配和
股价上涨收益，为投资
者打造一款灵活把握股
债两市行情的资产配置
工具。

据了解，银华可转债
基金主要投资标的为可
转债，即一定条件下可以
转换为公司普通股票的
债券。可转债最大的特点
是“天然股债一体”，兼具
债券和股票资产的特性：
债券本身拥有到期收益
率，可保底，当股市走弱
时，转债价格下跌会受

“底”的保护止跌，更具抗
跌性；当股市走强时，正
股上涨，可转债股性加
强，其上涨快的进攻性也
会逐步展现出来。

正是这种擅守能攻
的特性，使得可转债经历
数轮牛熊转换后收益率
远超股债两市。据WIND
统计，自2004年以来截至
今年6月末，中证转债指
数累计涨幅138 . 92%，同
期上证综指和中证全债

指 数 累 计 涨 幅 分 别 为
90 . 2%和80 . 47%，显示可
转债长期超额收益丰厚。

而由于开放式债券
基金杠杆比例最高可达
140%，因此，当权益市场
向好时，银华可转债可以
满仓可转债分享股市上
涨收益，反之，当股市震
荡时，银华可转债可以以
60%的仓位持有普通债
券以增强基金的安全性。

银华基金认为，当前
基本面稳定、流动性维持
中性，经济长期向好动力
仍在，将为股票市场健康
上涨提供支撑。同时，经
过上半年的调整后，沪深
300指数市盈率约为12
倍。而转债无论是绝对价
格还是估值均已在历史
底部，其长期配置价值突
出。

固收权益业绩不俗 诺安积极配置混合基金正在发行

2018年上半年已然
收官，公募基金也交出
了自己的答卷。面对震
荡的市场行情，公募基
金作为专家理财产品，
显示出了明显的专家理
财优势，整体表现好于
指数走势。根据银河证
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6月29日，今年

以来标准股票型基金(A
类)平均下跌9 . 75%，同
期上证综合指数和沪深
3 0 0 指 数 分 别 下 跌 了
13 . 90%和12 . 90%。值得
一提的是，在众多基金
管理公司中，诺安基金
凭借过硬的投研实力和
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
在今年震荡的市场中，

旗下固收和权益基金整
体业绩表现不俗。作为
一家成立15年，历经多
轮牛熊考验的基金管理
公司，面对如今不断震
荡调整，估值相对较低
的市场，诺安基金再次
出击，发行了一只混合
型基金——— 诺安积极配
置混合基金。

股债投资攻守有道 银华可转债12日起发行

临临时时号号牌牌过过期期，，被被记记了了1122分分
民民警警：：临临时时号号牌牌过过期期、、不不张张贴贴、、不不按按规规定定张张贴贴，，都都要要顶顶格格记记1122分分

环翠审计积极组织参加无偿献血

本报讯 近日，环翠区审计局积极响应
区无偿献血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度无偿
献血工作的通知》的号召，组织机关干部参加
无偿献血活动。4名机关干部踊跃参加，前往
威海市中心血站参与无偿献血，共计献血
1300毫升。 (姜晓玲 张东磊)

强化四个意识 助力专项整治

本报讯 文登区审计局强化四个意识，
助力工程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强化法制意识，严格执行工程相关法律。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必须依据国家、地方政府
有关的法律法规来实施管理行为，确保政府
投资工程项目合同管理规范，事项透明。

强化履职意识，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审批
程序。全面加强办理项目的各项手续，跟踪督
促办理法定手续证件，着重规范工程及服务
招投标、货物及设备采购、竣工验收及综合验
收等行为。

强化责任意识，严格执行工程管理制度。
加强规范工程部门财务人员责任意识，严格
工程款付款入账原始凭证审核力度，确保原
始凭证的规范化。

强化主体意识，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制。督
导各部门单位在工程管理上要贯彻中央全面
落实从严治党的精神，履行一岗双责制，提高
责任意识。 (陈东东)

后峰西小学完善绿茵课程

本报讯 围绕办学目标“润彩生命，砥砺
峰行”，后峰西小学研发构建了“润彩+峰行”
的绿茵课程结构。

“润彩”课程是基础是积累，培养各项能
力；“峰行”课程是实践是提升，培养个性发
展。以润品、育心、健体、尚美、研学、共建为课
程建设目标，共同打造了六级课程体系。

（李会龙）

速读

为协调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和谐发
展，6月22日，神道口小学召开校级家长委员
会会议。

孙玉梅
近日，在各班家委会组织下，神道口小学

学生走进幸福公园，开启环海旅行研学之旅。
薛婧

近日，神道口小学少先队大队部举行一
年级学生入队仪式。

林艳萍
6月6日，神道口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

爱眼护眼健康教育系列活动，邀请专业人员
到校进行护眼保健知识专题讲座。

王巍玲
近日，神道口小学开展以“美丽中国，我

是行动者”为主题的环保教育宣传。
王巍玲

本报威海7月11日讯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张大伟) 明明办了临时号
牌，却过了期，司机陈先生
驾驶证里的12分瞬间就扣
光了。民警介绍，许多车主
办理临时号牌后最容易忽
视有效期、不按规定张贴
误，这两种违法行为都是
要被一次性记12分的。

7月5日下午，荣乌高速
公路双岛收费站外，民警在
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发
现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的白色小型车，民警示意其
停靠路边接受检查。

司机陈先生出示了驾
驶证和临时号牌，解释自
己忙一直没能去申领机动
车号牌。民警检查发现，这
张临时号牌已过期多日。
陈先生解释自己确实太
忙，也忽视了临时牌照有

有效期。
不论怎么解释，陈先生

违法确凿无疑。民警开具了
罚单——— 一次性记12分，罚
款200元，陈先生将不得不
重新参加科目一考试。

民警介绍，涉及临时
号牌的各类违法行为中，
忽视临时号牌有效期、不
按规定张贴最突出。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
人买了新车，却一时没选

到心仪的号牌，又不能无
牌上路，于是选择申领一
个临时号牌。这临时号牌
的办理和使用是有讲究
的，使用不当，12分瞬间没
了！

“临时号牌”是
指在机动车未取得
公安交警部门核发
的车辆牌照之前，作
为车辆合法上路行
驶的证明，是一种作
为准予机动车临时
上道路行驶的纸质
机动车号牌，也称

“临时行驶车号牌”。
临时号牌有 4

种：行政辖区内临时
号牌、跨行政辖区临
时号牌、试验用临时
号牌、特型机动车临
时号牌。

临时牌照的有效期分
15天、30天、90天三种。其中
在行政辖区(地级市，下同)
内行驶的临时牌有效期不
超过15天；跨行政辖区行驶
的临时牌有效期不超过30
天；如果机动车属于科研、
试验用途，临时牌照有效期
不超过90天。临时牌照过期
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临时
牌照，每辆车最多可申领3
次临时牌照。

如果临时号牌过期后
还继续使用，可视为无牌上
路，可被暂扣车辆、罚款、记
分。

临时号牌有两张，1
张粘贴在车内前挡风玻
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不
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
另1张应粘贴在车内后挡
风玻璃左下角。

如果不张贴临时号
牌，就是“未悬挂机动车
号牌”；如果不按规定张
贴在相应位置，就是“不
按 规 定 安 装 机 动 车 号
牌”。

在我国交通法规中，
涉牌涉证的违法行为要
被处“极刑”——— 一次性
记12分。

孩子成绩差夫妻吵架，吓得孩子上街报警
本报威海7月11日讯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宋晓飞 ) 为孩子学习问
题，乳山居民刘某夫妻俩
发生争吵，孩子报警求助。

7月10日晚7时许，乳山特
巡警例行巡逻至向阳小区
时，一小男孩跑来说，家里
父母在打架。民警赶到现
场，只见一对男女在争吵。

民警立即上前劝解，了解
得知两人争吵原因竟是为
小孩学习成绩不好，夫妻
相互指责对方没有管教小
孩并揪扯了起来，吓得孩

子跑出门。
民警进行了耐心劝解，夫
妻二人同意停止争吵不影
响邻居，坐下来跟孩子好
好谈一谈。

绿色社区
近日，“环保大

家参与 共建绿色
社区”公益课堂在东
北村、胜利、塔山、塔
中、杏花村、南山、大
众、大桥社区开课，
社区居民在环保志
愿者的带领下，学习
垃圾分类和环保实
用知识，并进行垃圾
分类知识的现场测
试。

本报记者 陈
乃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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