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与香港“

摩根投资者信心指数”同期发布

近日,上投摩根基金公司与零点研究咨询
集团联合调研完成的“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
第六期报告最新发布，报告内容依旧涵盖投
资人情绪指数、投资人风险偏好指数、投资人
投资行为研究等。值得关注的是，源自相同指
标体系设置的摩根资产管理香港“摩根投资
者信心指数”调查报告同期发布。报告显示，
本期上投摩根投资风向标情绪指数为120点，
较上期下降3个百分点，显示投资人对股市均
相对谨慎。其中，调研区域中上海投资人信心
指数较上季度有所下降，从125点回落至112
点。再看香港“摩根投资者信心指数”，同样下
跌，不过，相比香港市场，相当比例的香港投
资人认为A股市场更具增长潜力，因而对A股
市场更感兴趣。

沪港通对港市影响更甚

借道QDII抢先布局“大时代”

2014年4月10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沪港开
展互联互通机制试点，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最近银河数据统计，目前市场上共有6只QDII
亚太股票型基金，其中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最高、
排名第一的是国海富兰克林亚洲机会股票QDII基
金，以4 . 12%的净值增长率领跑，基金港股占持仓的
40%，占比最高。国富亚洲机会基金经理曾宇表示，
基金2014年重点关注海外上市的互联网板块和消
费板块，尤其重点会关注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互联网
平台型公司以及部分较有价值的互联网垂直领域
如在线旅游。从4月21日公布的基金一季报来看，国
富亚洲机会今年以来的不错收益主要得益于基金
经理对于行业趋势发展的精确把控、合理布局产业
的结构性机遇和基金团队的协力合作。

债基开年完胜股基

工银瑞信纯债顺势发行

一季度A股市场震荡下行，股票基金平
均回报下跌-4 . 86%。但债券基金表现优异，
受债市“马年复苏”行情的影响，债券基金整
体获得1 . 33%的平均正回报，其中纯债基金
以1 . 61%的平均总回报超越混合债券一、二
级债基的回报水平。“债券投资金牛基金公
司”工银瑞信搭乘这一好势头，4月16日开始
发行工银瑞信纯债债券型基金。

在当前市场变幻不定的环境下，雄厚的管
理能力才是能够带给投资者持续稳定回报的
根本。工银瑞信有着业内阵容最大的固定收益
团队之一，其优异的固定收益表现获得权威机
构肯定。公司曾三次获得上海证券报“金基金·
债券投资回报公司奖”，旗下多只固定收益产
品获得中国证券报评定的相关品类金牛奖。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基金

启动发行

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基金于4月21日开
始发行。该基金的股票投资主要包含健康
身心和品质生活两大方向，关注与民生相
关、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产业和行业。据悉，
权益类产品素来是中银基金优势所在，晨
星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4季度末，中银基
金股票型基金投资管理能力稳居行业第
二。据悉，中银健康生活股票基金将把握经
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健康需求升级蕴含的投
资机会。晨星发布的《中国公募基金公司综
合量化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4季度
末，中银基金的股票型基金投资管理能力评
分稳居行业第二。2014年来，中银基金旗下
权益类产品更是包揽晨星基金奖、中国基金
业金牛奖、“金基金”奖等全部权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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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城

全市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

推推进进庭庭审审公公开开 接接受受社社会会监监督督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李令
庆) 22日，全市刑事审判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全省
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抓
紧加快科技法庭系统的升级改
造，尽快满足庭审直播的需要，推
进庭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方
的监督。

会上提到，省高院明确庭审
要做到“每庭必录、每天必播”，庭
审活动的同步录音录像要附卷备
查。虽然聊城市两级法院较早地
开展了科技法庭建设，但与庭审
直播的硬性要求还有一定的差
距，当前要抓紧加快科技法庭系
统的升级改造，尽快满足庭审直
播的需要，推进庭审公开，主动接
受社会各方的监督。要树立法官
的中立意识，改变传统职权主义
思维的影响，弱化法官依职权调
查证据的行为，增强控辩对抗性，
实现控辩平等，将中立意识体现
在庭审礼仪、用语表达、节奏把
握、应急控制以及庭前、庭后活动
的各个方面。

会议要求，强化工作落实，不
断提升刑事审判工作的层次和水
平。一是处理好审级独立和审级
监督的关系；二是秉持科学的刑
事司法理念；三是规范庭审活动，
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四是重视
裁判文书质量，强化裁判说理；五
是正确理解严格把握国家的刑事
政策；六是做好附带民事调解工
作，准确把握调解、和解与量刑的
关系；七是加强对重大敏感案件
的监督指导；八是加强与检察院、
公安机关的沟通配合；九是搞好
刑事审判法官知识结构更新工
作；十是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
玉 李令庆) 2013年全市各
基层法院受理刑事一审案件
1822件，结案1779件；中级法
院受理刑事一、二审案件195

件，结案198件。
全市法院在做好审判

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打
霸治痞”、“清理久押不决案
件”等专项整治活动，积极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为聊城
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提供了有利司法保障，高质
量地完成了全年刑事审判
任务。妥善审结了阳谷秦文

平等特大运输毒品案、东昌
府区郑金超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案、东阿天德肉
类加工有限公司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东昌府区刘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山东
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原副
局长李福禄受贿案等大案
要案，严厉打击了犯罪分子
的嚣张气焰，树立了法院公
正司法的良好形象。

全市法院对严重危害
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严重
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暴
力犯罪以及多发性侵财犯
罪 ，继 续 依 法 从 严 从 重 打

击。全年判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含死
缓 )共534人，占已判决被告
人数的18 . 81%。市中院对一
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
子依法判处死刑，保持了对
严重暴力犯罪分子从严打
击的高压态势。另外，去年
全市基层法院判处非监禁
刑比率为54 . 14%，这其中多
为交通肇事犯罪、轻伤害案
件和盗窃犯罪的被告人，对
于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
和情节较为轻微的侵财性
犯罪坚决贯彻教育和挽救
的方针。

基层法院受理刑事案件1822件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
者 孟凡萧 ) 2 0 1 3年聊城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
案件28件，改判率为22 . 5%，
发 还 案 件 7 件 ，发 还 率 为
5 . 6 % ，相较 2 0 1 2年改判 1 7

件、发还7件，2013年改发案
件较多。

2 0 1 3年聊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改判案件28件，
改判率为22 . 5%，发还案件7

件 ，发 还 率 为 5 . 6 % ，相 较
2012年改判17件、发还7件，
2013年改发案件较多，这些
改发案件有一部分是因为
盗窃罪、抢夺罪等犯罪的数

额标准发生改变，导致案件
被改判，但仍有一部分案件
一审时已经有明确的数额
标准，但承办人仍按照之前
的标准定罪量刑，导致适用
法律错误被二审改判。

去年审结检察院抗诉
案件 5件，改判 3件，张立志
犯贪污罪一案，张立志找人
私刻公章，将盖有假公章的
聘干登记表直接在教育局
入档 ,未向人事局交纳聘干
费，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一
审认定挪用公款罪系适用法
律错误；张春龙等犯盗窃罪
一案，关于张春龙和郭彦展

的部分盗窃犯罪事实的认
定，应当结合全案证据进行
综合认定，对于先供后证且
相关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吻合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的应当
认定被告人参与此次犯罪，
对于被告人不予供述，但其
他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参与
的仍可以认定被告人参与该
起盗窃犯罪，一审未对证据
进行综合分析，导致认定事
实出现错误；陈骁、杨本坤等
犯抢夺罪一案，检察机关以
量刑失衡为由提出抗诉，因
二审期间犯罪数额标准发
生改变而改判。

二审改判案件改判率22 . 5%

会议点击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 4月 2 3日是

“世界读书日”。随着生活节
奏的加快、娱乐活动的丰富
和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发展，
书本离我们越来越远。22日
记者走访发现，传统书店不
少都靠与网店结合求生存。

22日，记者在聊城图书
城看到，书城中的四五十家
书店中，以销售中小学教辅
和各类考试类书籍的书店占
了七成以上。

“现在谁看得书最多？肯
定是学生，书店卖教辅书永
不落伍。”图书城内一家教辅
书店店主解释自己选择销售
教辅书的原因，“学生群稳
定，尤其现在家长为了培养
孩子，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尽
心尽力，教辅书更是一摞一
摞往家搬。”

“都是网络惹的祸。”开
了十几年书店的王先生一直

坚持只销售名著、文学类书
籍，从不销售教辅和各类考
试工具书。“这几年书是越卖
越少了。一方面是价格便宜
的网上书店增多，另一方面
就是市民读书途径发生变
化。”他说，不少市民读书途
径从“纸上”转移到“网上”，
到书店买书的人逐渐减少。

“既然大家喜欢在网上
买书，那我就开了网店网上
卖书。”王先生说，自己也在
适应市民的读书习惯，采取
多元化经营，一边开实体书
店，一边在网上卖书。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年
轻人选择的读物多是报纸、
杂志等“快餐式”读物，而且
他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上阅
读、浏览。“为什么要买书看？
我现在主要阅读的是小说，
手机下载个阅读软件，就可
以免费下载，读完了就删掉，
很方便。”市民刘女士称。

第1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到书店买书的人减少

实实体体书书店店与与网网店店结结合合求求生生存存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乔广新 张
健) 22日，公交集团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召集集团党员亲临公
交站牌，开展为期三天的公交服
务社会满意度调查，面对面听取
百姓乘坐公交的意见建议。

此次活动公交集团四个分公
司全部参与，由支部书记或者支
部委员带队，分别在柳园路东新
东方广场站、火车站广场公交发
车区、东昌路南金鼎商厦站、柳园
路东昌路口南站四个站点展开调
查，现场发放调查表千余份，并向
市民发放最新公交线路图。

“16路公交车南郊钢材市场
与阿尔卡迪亚温泉酒店两站间距
离较长，建议增加一站。”在金鼎
商厦站，市民付璐现场提建议，她
上下班乘坐16路车，发现两站间
距离太长，从站牌回家步行需走
10余分钟，建议在途径的顾庄村
处增设一站点。

“建议公交车厢内张贴公交
线路走向图。”在柳园路与东昌路
口市民姜女士提出建议，正在值
班的第四分公司副经理段思江回
复，此问题已经在筹划中，预计不
久将实现。

在调查表上，市民纷纷写下
对公交现存问题的意见及建议：
建议早上营运时间提早，晚上营
运时间可以晚些；外环线以外的
公交车间隔时间长，建议缩短；柳
园路到兴华路建议增加路线；公
交车下车提示按钮损坏较多；夏
天到了建议增加空调车；建议车
厢内张贴公交线路走向图……

“希望开通公交卡网上充
值。”现场一位市民称，现在网上
支付方便，网购已经成为生活一
部分，网上充话费、网上交电费、
滴滴打车等方便快捷，希望公交
公司可以让市民实现公交卡网上
充值，足不出户方便市民。

公交集团上街听意见

市民建议公交

营运时间延长

城区一家书店内，一位市民在选购书籍。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市民填写调查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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