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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不平凡的2020年已过
去三个季度，在震荡、分化
的市场行情中，部分独具慧
眼的基金公司牢牢把握住
机会，向投资者交出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以上投摩根基
金为例，银河证券数据显
示，截至9月30日，近一年上
投摩根基金旗下股票基金

算数平均股票主动管理收
益率达到了66 . 22%，股票投
资主动管理能力在全行业
96家可比基金公司之中排
名第8。

从具体业绩表现来看，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9
月30日，上投摩根旗下超9
成的主动权益基金近一年

内实现正收益，多达26只产
品收益率超50%、其中，20只
产品收益率超60%。其中，上
投摩根科技前沿基金近一
年收益高达91 . 17%，同类排
名前3%；上投摩根智选30基
金、上投摩根新兴动力基金
近一年涨超80%，收益率分
别达到84 . 00%和81 . 63%。

上投摩根股票投资能力居前 旗下股基近一年平均回报66 . 22%

近期，建设银行正式启
动“理财季”让利优惠活动，
持续时间为10月12日至12
月31日。在此期间投资者通
过建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购买指定基金产品，可享受
申购或定投费率一折优惠。
建信基金旗下多只产品投
资特色鲜明，中长期业绩优

异，可作为长期资产配置和
投资理财的好选择。银河证
券数据显示，截至10月9日，
建信高端医疗、建信改革红
利、建信内生动力年内收益
率达 7 6 . 7 4 %、5 9 . 7 5 %、
48 . 16%。

值得一提的是，建信
基 金 布 局 了 多只主题 基

金，覆盖消费、科技、医药、
信息产业、新能源等，投资
者可重点关注。以建信新
能源为例，该基金聚焦包
括太阳能、核电、地热能、
风电、新能源汽车在内的
新能源行业，为投资者寻
找优质龙头，把握新能源
行业机遇。

建行“理财季”一折费率买好基

建信基金多只优质产品“安排上”

近日，记者从黄山一起
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旗下集AI智能宝宝
起名、AI测名、AI智能公司
起名、AI智能公司测名、AI
智能店铺起名、AI智能店铺
测名等功能于一身的AI智
能大数据起名网站“一起
名”已完成升级，此前已正
式亮相。

升级后的“一起名”采
用新技术、新功能、新服

务，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
础，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
耗资千万开发了AI智能宝
宝 起 名 系 统 、A I 测 名 系
统 、A I智能 公 司 起 名 系
统 、A I智能 公 司 测 名 系
统 、A I智能 店 铺 起 名 系
统 、A I智能 店 铺 测 名 系
统，并已取得相关专利及
著作权。此外，还聘请了多
位知名周易大师担任算法
开发顾问，可满足不同用

户的需求。
据悉，“一起名”隶属于

黄山一起名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个AI智能大数据
起名及大师在线起名的双
平台，该平台十年来一直以

“轻松起好名”为理念不断
创新进步，现已成为国内起
名行业的领导品牌，日服务
30万用户，服务满意度在业
内名列前茅。

(赵菲)

AI智能大数据起名网站“一起名”升级亮相

“金秋重逢·聚焦乳山”融媒体采风行 打卡六大秋游好去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

金秋送爽，壮丽河山披锦绣；丹桂
飘香，相聚乳山赏风光。10月17日，由
乳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威海众擎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金秋重逢·
聚焦乳山”融媒体采风行活动再出发，
打卡乳山六大秋游好去处，体验各色
风景旅游地，领略乳山的风情和魅力。

活动的第一站，融媒体采风团来
到东尚山村。东尚山村位于乳山市诸
往镇，2015年被评为山东省第二批传
统村落，建村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
到北宋末年。走进东尚山村乡村记忆
馆，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块块展
牌、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器物记录着这
个美丽古村落厚重的岁月故事。除此
之外，这里的风土民情、文化风貌、传
统节俗等方方面面也在乡情记忆馆中
一一展现。

东尚山村不仅是历史悠久的古村
落，还是红色旅游地和休闲农业旅游
地，拥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和优美的
自然环境。电影《山菊花》就曾在这里
取景拍摄。青山绿水为邻，古树白云相
伴，在青砖黛瓦的古朴民房之间穿梭，
在蜿蜒通幽的石头路上行走，东尚山
村既能让人领略到静谧宜人的山村风
光，又能让人品味到浓郁丰富的历史
气息。

从东尚山村离开，融媒体采风团又
来到了下石硼村。下石硼村同样位于乳
山市诸往镇，这里是著名的马石山红色
教育基地的中心，在当年就是远近闻名
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旅游资源丰厚。至
今，村里仍保留有枪械维修旧址、秘密
医院、兵工厂、印钞厂、被服厂、北海银
行、新华制药厂等多处红色遗址。如今，
这些红色遗址经过修复、开发，摇身一
变，成为胶东人民兵工历史陈列馆、北
海银行历史陈列馆、大后方医疗结构历
史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和红色记忆
馆区，让游客们在纵情游玩的同时，也
能够充分感受红色文化。

除了红色文化之外，下石硼村还
有着原始山林特有的秀美风景，自然
景观众多，被称为乳山的“小三峡”。村
中不仅建有农特产品旅游一条街，还
有旅游观光车和共享单车，旅游设施

完善，旅游项目丰富。畅游下石硼村，
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领略自然风
光，品尝村民自种的板栗、小米、蜂蜜、
桃子、樱桃、野生茶等乡村特色农产
品，说不出的惬意与自在！

融媒体采风团下一站来到了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正华石佛山。正华石
佛山景区位于乳山市乳山寨镇，是一
个集合滑草、漂流、观光、采摘、垂钓、
爬山、摄影、动物园为一体的综合休闲
场所。走进景区，站在神农广场上举目
四望，周遭青山环绕，层林尽染，宛如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人身心舒畅。远
处的石佛山状似一尊头枕臂膊、仰视
观天的大佛，眉宇轩昂，满脸笑意，带
给人内心的安详。

在漂流谷体验刺激的漂流项目，
在滑草场畅享风驰电掣的感觉，在植
物园了解上百种南北方珍稀植物……
游客来到正华石佛山景区，不仅能够
得到丰富的旅游体验，还能在游玩的
过程中寓教于乐。

距离正华石佛山景区仅13公里的
岠嵎山风景区是融媒体采风团接下来
要打卡的景点。岠嵎山风景区同样位
于乳山市乳山寨镇，也是一处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同时，它还是国家
级森林公园。景区动植物资源丰富，是
天然的动植物王国。走进景区内部，满
满都是负氧离子，每一口呼吸都能让
人感到清新惬意。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景区秀俏
天成、奇石林立的自然风貌。此处奇
石或奇特险峻，或怪异嶙峋，或如禽
如兽，或似人似物，堪称齐鲁一绝。景
区二十八大景观，山、水、林、石交相
衬托和辉映，壮美和阴柔和谐地融为
一体，美不胜收。其中骆驼负宝等景
观曾被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节目
专题介绍过。除此之外，景区周遭还
有“乳山小西湖”之称的太平湖、在唐
朝岠嵎院的遗址上新建的岠嵎禅寺、
将近四百岁的紫薇树等风光，旅游资
源非常丰富。晴观日出，阴察云海，置
身诗情画意的岠嵎山风景区，处处都
能令人流连忘返。

在岠嵎山南侧有一处风景秀丽的

村庄——— 玉皇山后村，是此次采风活
动的第五站。融媒体采风团来到了玉
皇山后村的乡村记忆馆，从历史、文
化、传统、资源、风光等多方面进行参
观了解。山后大秧歌，后山泉直饮水，
山后樱桃，山后野菜，山后纬度最北、
年代最久远的茶叶……这里的一切都
让大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玉皇
山后村大力发展以乡村旅游和民宿经
济为重点的旅游产业，传承乡村特色
文化、传统文化的文化产业，高效特色
农业产业以及“山后人家”的旅游品
牌，如今已成为一座“环境+文化+产
业+品牌”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美丽乡
村。闲暇时光来此体验游玩，绝对会不
虚此行！

融媒体采风团的最后一站是国家
AAA旅游景区绿城台依湖酒庄酒特
色小镇。这里地处“葡萄酒黄金纬度
线”，以台依湖为中心，以“葡萄酒+”为
主线，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还拥有庞大的葡萄酒酒庄产业。游客
徜徉在景区当中，欣赏万亩私家葡萄
园，参观酿酒工厂厂区、酒庄葡萄酒生
产过程及工人工作场景，既能获得乐
趣又能收获知识。除此之外，景区内还
设有水上高尔夫、水上游艇等众多体
验项目。

绿城台依湖酒庄酒特色小镇配套
设施齐全。酒庄住宿区包括零零柒酒
庄客房和木屋别墅，总统套房、行政套
房、标准间，应有尽有。酒庄设有三大
主题餐饮区，007酒庄餐饮区、海盗船
主题餐厅和天鹅堡酒吧。中式风格和
西式风格兼具，现代感和复古感兼容，
在这里，不管是个人游、家庭游，还是
团体游都能够得到最佳接待。

本次“金秋重逢·聚焦乳山”融媒
体采风活动到此结束。活动旨在用镜
头和文字记录乳山最美秋景地，大力
开拓乳山秋冬游市场，助力乳山文旅
产业快速发展，打响“母爱圣地·美好
乳山”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
行打卡的六大秋游好去处风景各有不
同，但却同样让人流连忘返，推荐大家
前去游玩体验。

没有弯道的传祺世界第
十季——— GPMA赛道体验日，
将在10月-12月于北京、长沙、
广州等全国30个城市巡回开
启。赛事横跨三个月，分为区
域晋级赛和珠海总决赛进行
层层竞技选拔。活动现场不仅
可以深度试驾传祺GS4双雄
×传祺GS3 POWER，还能见
证多个“G速”名场面——— G能
较量场、G能奇趣场、G能观赏
区、G能嘉年华，更有线下团
购会等多重优惠。

用速度激发你的肾上腺
素，以完美驾控诠释硬核性
能。G能较量场上，比赛主赛
道以传祺GPMA平台为标志
进行变形设计，快速变线的
双移线、纵情驰骋的直线加
速、变化莫测的连续弯道和
蛇形绕桩，还有快速响应的
急刹和麋鹿测试，究竟谁能
乘胜追击“战”放异彩，最终
圈速卫冕？

作为附加项的体验场
次，G能奇趣场将以“奇趣”作
为关键词，呈现GENG带感的
GPMA平台，以及全地形的
操 控 性 能 。双 边 赛 道 以
GPMA平台下L、R车型谱系
作为设计创意打造，破荒、涉

水、峻岭等多重路段，为体验
者选择心仪车型提供差异化
特性体验。

传祺GS4：以越野场景彰
显车型驾驭全地形优越驾控
性；

传祺GS4 COUPE：以更
活力趣味城市布景展现车型
轿跑调性及动感灵敏驾控性
能；

传祺GS3 POWER：以年
轻POWER的场景展现车型
的上“劲”性能。

当引擎的轰鸣，在耳边掀
起阵阵声浪，当他们把弯道超
车，演绎成一种猎弯传奇。当
他们把贴地飞行，演绎成一种
极致驾驭。当赛道冲刺的光影
呼啸而过，善于变速才能成就
赛道神话。在「G能」加持下随
心所欲，无畏刺激弯道历练，
脱颖而出高能前行，他们把进
击的梦想，定格在没有弯道的
传祺世界每一个瞬间。

“G”能祺技战放·传祺
GS4双雄×GS3 POWER

永不妥协，勇追极限。传
祺GS4双雄基于广汽全球平
台模块化架构GPMA打造，集
成广汽最新科技和顶尖造车
水准。传祺GS4好开“好用”，传

祺GS4 COUPE极致“好玩”。
传祺GS3 POWER则是在“金
三角”战略指导下诞生的代表
性“增值版”车型，GO劲GO超
值，以焕新的“三劲”产品力强
势刷新用户认知。三款车型个
性迥异，却均是“人人都说好
开的SUV”的典型。

崇尚征服，更热衷速度。
传祺GS4，作为广汽传祺的战
略车型，承载百万车主信赖，
延续经典的外表下藏着别具
华丽的内心，实现了“颜值、座
舱、智能、驾控、安全”五大焕
新，配备双12 . 3英寸互联大
屏、1570mm超宽车内空间、首
搭官方微信车载版和1 .5T黄
金动力总成等多项越级配置。

驭风前行，贴地飞行不
是传说；0.295超低风阻，让引
领成为习惯。集潮酷、好玩因
子 于 一 身 的 传 祺 G S 4
COUPE，作为广汽传祺打造
的首款轿跑SUV，拥有极尽
锋芒造型、极限驾趣性能和
极智玩乐科技三大特点。其
拥有的“同级最低0 . 295风阻
系数、高品质运动化座椅、
ADIGO智驾互联生态系统”
等轿跑SUV风范，将在现场
的对比试驾中魅力演绎。

GPMA赛道日在线求约，“G”速名场面抢先剧透

近年来，公募基金产品
凭借不俗的业绩成为不少投
资者布局养老的重要选择对
象。为丰富投资者养老投资
需求，农银养老2045(FOF)于
2020年10月21日正式发行。

据悉，农银养老2045
(FOF)中，80%以上的仓位将
投资于具有不同风险收益特
征的基金，在解决投资者基
金选择难题的同时，进一步
分散投资风险。随着目标日

期的临近，基金组合中权益
类资产的比例将逐渐下降，
固收类资产的比例随之上
升，通过动态的资产配置，基
金越临近目标退休日期风险
越低。

农银养老2045(FOF)10月21日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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