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
合型基金(000531)顺势而为，全面转
型为“打新基金”，有望赶上最新一
波新股申购热潮。尤其需要强调的
是，针对此次新股多为中小盘股的
特点，相较于其他大型规模的打新
基金，东吴阿尔法基金适中的规模
更具比较优势。投资者可通过东吴
基金官网直销平台或银行、券商等
代销渠道“借道”打新。

东吴基金相关人士表示，东
吴阿尔法基金的股票仓位为0-
95%区间，扣除5%的申购赎回资
金需求，最多可以有90%的资金
用来打新股。为提高中签概率，公
司配备了打新小组，专门对IPO
企业进行研究和询价，并结合基
本面、机构参与热度等综合分析，
以便为投资者选择收益率更高的
企业进行申购。

在3月27日举行的“稳进2015
上投摩根投资策略全国巡讲北京
站”上，业内专家对A股市场乐观
的判断没有改变。上投摩根基金
经理助理许俊哲表示，未来十年
最成功的投资是股票，没有之一；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
也认为，上证综指将创6124点以
来的新高。

上投摩根许俊哲认为，未来
三到五年、甚至十年，权益类一定

是最成功的投资，而房地产的投
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分析，首
先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其次政策
层面侧重于“稳定”，并没有鼓励
消费；第三，经济增长持续下行。
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房地产投资
回报率低于股票。而从房地产相
关行业退出的大量闲散资金，正
是支撑过去一年股市涨幅的重要
原因，也是支撑未来三至五年股
市涨幅的重要原因。

2015年3月27日，新华保险聊
城中心支公司向客户李先生的家
属支付了106万元理赔金，体现了
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为这个悲伤
的家庭送去了温暖。

客户李先生于2013年7月13
日购买了新华保险《康爱无忧》
保险产品，保额60000元，年缴保
费696元；2015年1月5日，投保新
华保险《畅行无忧》产品，保额10
万元，年缴保费2440元。2015年1
月22日，李先生驾车时不慎发生
交通事故，当场身故，年仅32岁的
他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和一
对儿女，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沉
痛当中。

2015年3月2日，处理完李先
生的后事之后，家属向新华保险
聊城中支递交了索赔材料，公司
高度重视，迅速核实事故情况并
向总分公司汇报，经认定本次事
故属于公司保险责任，于27日一
次性向李先生的家属支付意外身

故保险金106万元，为这一悲恸的
家庭送去了一份关爱。保险虽不
能阻止风险的发生，却可以在风
险来临时为客户的家人带去一份
保障！

百万身价保障 30年安全呵
护 5重保障护航

新华保险热推“畅行无忧”
意外险

春 暖 花 开 ，万 物 复 苏 的 季
节，正是外出郊游的大好时光。
但随性自驾、快意出游的同时，
春季也成为意外事件的多发季
节。

近日，新华保险推出一款针
对有车族和经常出行客户倾力打
造的长期意外险产品———“畅行
无忧两全保险”，该产品最高可
享受累计高达数百万的意外保
障，具有保费低、保障高、保障范
围宽、期限长的特色，到期还将
返还所交保费的120%，让人们享
受春光的同时，更享受周全的意

外保障。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因道路

交通安全事故伤亡人数超过20万
人，平均每3分钟就会发生一起涉
及人员伤亡的事故，每8分钟就有
一人因交通事故离开人间。

买车买车险已成为自驾族的
常识，然而，买车同时增加意外
险保障的人却寥寥无几。

新华保险提倡回归本源的保
险价值观，号召广大有车族在关
注爱车的同时，更关注自己。近期
推出的“畅行无忧两全保险”，就
是倡导“人比车贵”的保险理念。

据悉，该产品专门针对经常
驾驶或乘坐私家车及乘坐其他交
通工具的客户倾力打造 ,保障覆
盖多个种类交通工具，并以30年
的超长保障期限，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高达百万元级的交通意外保
障；同时，满期超额返还所交保
费。客户一次投保，即可尊享30年
高额保障。

千元保费获赔106万，聊城新华保险向客户支付大额理赔金

上投摩根许俊哲：未来十年最成功的投资是股票

30只新股申购在即 东吴阿尔法全面转型“打新”

小小长长假假发发送送汽汽车车旅旅客客77..22万万人人次次
多条线路增设加班车

本报聊城4月6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闫玉慧
李秀云 邹林 ) 记者从聊

城汽车总站获悉，截至6日下
午，共发送汽车旅客7.2万余人
次，不少线路增设加班车。

由于假期时间较短，聊城
汽车总站迎来了清明节返乡
客流小高峰。尤其是在3日下
午、4日全天、6日下午客流为
最多,客流方向以济南和泰安
最为集中。4日客流高峰主要

出现在上午7:30至11:00左右，方
向主要集中在淄博、潍坊、东
营、黄岛、青岛等方向。为应对
客流小高峰，汽车总站及时增
开了临时售票窗口，8台自动
售票机，网上售票同期增幅较
高。

聊城交运集团凤凰客运
分公司节前就做好运力准备，
为多家旅游公司提供车辆，发
往各大旅游景点。并在汽车总
站及时安排车辆加班，确保旅

客及时、便捷出行。
4日早8：00开始，汽车总

站旅客明显增多，以济南线路
或八县(市、区)的旅客较为集
中，外出中短途旅游的旅客相
对增多，泰安、济南等线路最
为火爆。济南、泰安旅游景点
较多，聊城众多高校学生前往
旅游的比较集中，凤凰客运分
公司专门增设了加班车辆。正
值梨花盛开之际，聊城发往冠
县的班车明显拥挤，同时，总

站专门开通了冠县梨园旅游
直通车，也使该线路乘客明显
增多。

截至6日下午3点多,聊城
汽车总站已经发送客流约7 .2
万余人次 ,尤其是4日当天发
送旅客2 .4万多人次,成为春运
过后首个客流小高峰。工作人
员介绍，6日，泰安、济南、淄
博 、潍 坊 、东 营 和 聊 城 八 县
(市、区)的中短途客流量也较
大。

春运后火车

日发旅客再过万

本报聊城4月6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美 ) 记
者从聊城火车站获悉，清明假期
三天，聊城火车站有两天日发送
旅客超过万人次，成为春运以来
的首个客流高峰。

记者了解到，清明假期期间，
聊城火车站日客流量最高达到1 . 1

万人次左右，其中，4日发送旅客
10466人，5日发送旅客7105人，6日发
送旅客约11000人，成为春运后首个
日发送旅客过万的客流高峰。

“原本预计最高峰日也就
9000多人，没想到有两天都过万
了。”聊城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主要是清明假期期间天气晴
好，气温比较合适，再加上自去年
实行新运行图以来，聊城火车站
图定列车达到96趟，不仅有了聊
城至济南以及聊城至东营的始发
车，而且新增了青岛、烟台、成都、
昆明、西安、南宁、包头等热门旅
游城市站点，每个节假日，新增方
向的客流都在稳步增加。

这位负责人介绍，清明假期
期间，主要以探亲流、学生流和旅
游流为主，济南、北京等方向最为
热门，尤其是济南方向，最高峰日
发送旅客达到一千多人。针对客
流高峰，聊城火车站及时增开售
票窗口，在售票大厅内，安排了专
门的工作人员解答旅客购票、取
票疑问，开设特定日期、特定方向
的专用窗口，减少旅客排队时间，
及时告知旅客余票情况。

多个旅游景区人气爆棚

外外地地游游客客同同比比增增加加两两三三成成
本报聊城4月6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旅游部
门获悉，清明小长假，聊城迎来
春节之后首个旅游小高峰，多
个旅游景区人气爆棚，除省内
游客外，外地游客同比增加两
三成，不乏一些大型旅游团队。

聊城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清明节期间，姜堤乐园、
景阳冈·狮子楼风景区、冠州梨
园、东阿洛神湖公园假日旅游
火爆，市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从清明节游客整体接待
情况来看，中华水上古城、东
昌湖风景区、景阳冈·狮子楼
风景区、徒骇河生态休闲风景
带等景区(点)内游人如织，均
接待了大量自驾游游客，客源
以省内游客为主，主要来自济
南、青岛、淄博、莱芜、济宁、曲

阜、枣庄、菏泽、日照等，省外
客源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
北、河南等。今年清明小长假
自驾游依然火爆，以家庭型、
亲友型、情侣型等为主。

假日期间，外地游客激
增，特别是各地大型旅游团队
来到聊城，成为最大亮点。大
量自助游游客通过各种渠道
慕名前来。旅游团队除省内游
客外，省外城市如北京、邯郸、
邢台、郑州、安徽等地也有不
少游客，并且多为2、3日行程。

除了就近旅游，聊城不少
市民也开始走出去踏青，水城
多家旅行社推出短途特价游
线路，一些线路不涨反而大幅
降价，甚至出现不少百元以下
线路，常规的三日至五日游线
路也推出特价。

4月4日，一位市民在人民公园里拿着“自拍神器”给自己自
拍照片。清明节不少市民出游赏花，自拍杆、遥控快门等成了今
年最流行的“自拍神器”。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赏赏花花自自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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