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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行业步入黄金发展期

申万菱信借道分级基金挖掘六大投资机会

6月1日起发行的申万菱
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
级基金随风而起，有望在牛市
高效掘金医药生物板块。

据了解，此次发行的申万
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
分级基金采取完全复制的形
式紧密跟踪中证申万医药生
物指数，布局区域医疗服务平
台、专科医院、医保控费下的
医疗服务管理、慢病管理、提

价空间最大的血制品以及国
产创新药和医用耗材，深度挖
掘六大投资机会。申万菱信中
证医药生物分级A、B份额配
比为1:1，其中，A份额的约定
年化基准收益率为“同期银行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
利率(税后)+3%”，B份额为高
风险、高收益份额，初始杠杆
比率为2倍，可进一步放大指
数弹性。

牛市速度

工银信息产业18个月净值涨至4块

什么是牛市速度？2013
年的11月，如果投资者认购
了工银瑞信信息产业股票型
基金，昨日其财富已经增加
了300%。这只成立于当年11
月11日的基金，也成为同期
基金中净值最早达到4块的
基金。

数据显示，工银信息产
业基金截至6月1日的净值已
经达到4 .031元，成立以来的
净值增幅达到303 .1%，是目
前净值超过4元的基金中最

年轻的一只。
2013年11月至今，主动股

票型基金的平均回报为152%，
工银信息产业基金的回报几
乎是行业平均的两倍。

从最近一年看，工银信
息产业在最近一年回报达到
263 .8%，在全部634只股票基
金中排名第一。在18个半月
内净值超过4元，也意味着工
银瑞信信息产业的折合年化
回报为145 .32%。不管哪一项
指标，都堪称本轮牛市奇迹。

超五星K5 致敬钢铁侠

在《复仇者联盟2》中，
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超级
英雄钢铁侠，凭借自己的
铜墙铁壁般的身躯和高科
技装备，一次次力挽狂澜，
帮助队友化险为夷。无独
有偶，汽车界中来自东风
悦达起亚的2015款K5，以
超五星级的安全性能及

“武装到牙齿”的科技装
备，向“钢铁侠”致敬。

作为彼得大帝“简约
直线美学”的集大成者，上
市伊始，K5就立志成为中

高级汽车市场上的佼佼者。
在C—NCAP安全标准评测
中，K5以超五星级的安全
评定荣耀加身。外有高刚性
铠甲，内有多气囊保护，川
流不息的街头，K5时刻充
当着车主的“安全护卫”。

侠之大者，刚柔并济。
《复仇者联盟》中每个英雄
都拥有强横的力量和细腻
的情感，而每款K5亦将刚
性车身和人性科技融汇于
一身，满足车主内心深处
那一份“侠”的情结。

新K2锋行夏日 玩转“省”字诀

提到夏天，妹子们想
到的是花裙子、汉子们会
想到清凉的啤酒、学生党
们想着放暑假、文艺青年
吟诗作对句句离不开蝉
鸣……烈日炎炎的街头，
车迷们关注的当然是车辆
的冰点价格，月销过万的
城市新宠——— 魅力锋行派
新K2就以冰点大放价，让
利消费者。

五花八门的车险条例
常常让车主不知如何下
手，种类繁复的保险项目

更让车主选择困难。目前，
新K2直接赠送价值4999元
商业保险，此外，现在购买
还可尊享12期0利率0手续
费的钜惠，首付2成起就可
将新K2开回家，股市飘红
的现阶段，掌握现金流进
行一年期的投资理财，可
做到消费与理财的兼顾。

引领消费趋势的夏季
优惠，更是对市场发出的
一记重拳，使得新K2在细
分市场的领军地位更加稳
固。

颁颁奖奖盛盛典典1133日日在在银银座座商商城城举举行行
优质少儿节目可自荐，颁奖盛典择优选用

本报聊城6月3日讯 (记者
王瑞超 ) “水城萌宝秀”活动启
动以来，掀起水城萌宝参与热潮，
截至记者发稿时累计投票49060
票，访问人数超10万人次。13日颁
奖盛典将在银座商城举行。

家有宝贝，比比谁萌。本次
“水城萌宝秀”活动旨在记录宝贝
精彩瞬间，传承父母至美大爱；通
过活动为水城宝贝提供展示自我
的平台，代水城家长为自家宝贝
留存成长记忆，在每位妈妈的眼
中自家宝贝总是最萌。宝贝的一
个眼神、一个动作，睡觉的憨态、
玩耍的表情等，都在父母心中留
下深刻烙印。在宝贝成长历程中，
有心的父母一定留存了些许萌
照，挑选其中一张，参与评选，与
水城宝贝比比谁更萌。

本届“水城萌宝秀”评比大赛
由齐鲁晚报·今日聊城、聊城宝贝
城联袂主办，纷乐奇儿童摄影、金
色童年儿童摄影、金色童年颐和
园分园、金色童年站北分园、鸿顺
幼儿园、鼎舜小学幼儿园协办。

本次大赛的奖项同时兼顾数
量和质量，奖项数量多、价值高。
三等奖20名，为价值498元的儿童
摄影套系；二等奖5名，价值1000
元的智能手机；一等奖2名，价值
3000元的高性能液晶电视。

同时，充分尊重水城萌宝的
风格多样性和参与积极性，主办
方特设置最佳上镜宝贝奖、最具
人气宝贝奖、最佳阳光宝贝奖、最
佳漂亮宝贝奖、最佳可爱宝贝奖
等奖项，共计200名。纷乐奇儿童
摄影将为获得该奖项的共计200
名萌宝，每人提供一个DIY书包，
书包为获奖萌宝量身打造，印有
萌宝照片。

颁奖盛典将于6月13日在银
座商城举行，届时将对入围萌照
进行展示。未能提供现成萌照的
宝贝，本次活动协办单位金色童
年儿童摄影将免费为参赛宝贝

拍摄萌照，该摄影机构是目前聊
城最大规模的专业儿童摄影连
锁机构，致力于儿童摄影行业，
服务聊城大众十余年，已为全市
百余名孩子留下成才记忆。

本次活动冠名商宝贝城作
为聊城首家体验式儿童亲子乐
园，以创新的理念和时尚前卫的
设计，集休闲、娱乐趣味、体验、
科技梦幻、时尚益智、狂欢体验
为一体，为大众提供了既幸福又
欢乐的狂欢世界。

宝贝城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4000余平方米，并将商城1500余
平方自建儿童游乐设施，致力于
把宝贝城打造成聊城最专业、最
全面、最具规模的儿童游乐航
母。商城集纳儿童娱乐、文体用
品、服饰、鞋帽、营养保健品、电
子数码产品、玩具、儿童摄影、冷
饮等多种项目，形成集儿童娱
乐、购物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商
城，可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孩子需
求，地处聊城市老城区商业核心
地段(聊城市柳园路与育新街路
口向东100米路南)，辐射半径广，
人流量集中。

宝贝城杯“水城萌宝秀”
颁奖盛典将于6月13日在银
座商城举行，现公开招募优
质少儿节目，时长有限，择优
选用。

节目要求，内容积极向
上，形式新颖有趣，单个节目
参与人数不宜过多，时长能
有效控制，体现童真童趣。亲
子游戏也可参与报名。

宝贝城杯“水城萌宝秀”
报名、投票活动正如火如荼
进行，赶快为您的萌宝报名、
投票吧，动动手指就能赢大
奖。

报 名 方 式 ：通过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进行报名，关注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微信号qlwbjrlc)，在

公众平台下面的菜单栏列
表里选择“萌宝报名”即可
报名，照片需清晰、够萌。(0

至10岁均可报名，报名不收
取任何费用 )

投票 方 式：通过齐鲁
晚报·今日 聊城官方微信
公众 平 台 进 行投票，关注
齐鲁 晚 报·今日聊城官方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 微 信 号
q lw b j r l c )，进入订阅号，回
复我家萌宝名字如：张XX

或者回复“投票”两字，即
可弹出投票链接 (不回复者
无法投票 )；点击公众平台
下面的“萌宝秀”菜单栏中
的“萌宝投票”即可进行投
票。(注：每个微信号每天可
为同一选手投3票)

本报记者 王瑞超

公开招募优质少儿节目

本报聊城6月3日讯(记者
王瑞超 郭庆文) 6月6日,齐鲁
晚报“帮帮团”的大篷车将再次
出发,驶入水城华府小区,免费为
社区居民服务。本次活动由帮
帮团联合新区街道办事处华府
社区和金安物业共同举办，届
时,周边小区居民均可到现场享
受公益服务。

6月18日,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将迎来创刊六周年“生日”,为
回馈读者、服务市民,本报“帮帮
团”大篷车将以更加频繁的脚

步 ,走进社区、在家门口解决您
的难事儿、麻烦事儿 ,欢迎社区
提前报名。

2014年5月起,齐鲁晚报“帮
帮团”以大篷车的形式 ,将医院
义诊、维修家电、律师咨询、修
理管道等贴近民生的项目搬到
了居民家门口 ,免费服务群众。

“帮帮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足
迹踏至城区17个大型社区,覆盖
上百个小区 ,受益人群数以万
计。

农工党聊城市工委的党员

们将加盟“帮帮团”，在本周六
活动现场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
提供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并
发放预防高血压和“三高症”的
手册和书籍。

“帮帮团”服务项目还包括:
中医推拿针灸,具有28年中医推
拿研究与实践经验,拥有中医技
师推拿师资格的中医大夫郝树
旺 ,将为社区居民做颈肩腰腿
痛、失眠、消化系统等疾病患者
现场义诊。

拥有30年医学资历的退休

军医田庆来为小区及周边小区
居民提供医学服务,居民可现场
测量血压、血糖等 ,还可就常见
病防控、心脑血管物理诊断、胃
溃疡、慢性支气管炎等疑难病
进行咨询。

免费维修水电暖,精通各种
水电暖维修的爱心师傅刘俊全,
将为社区居民免费维修水电
暖；免费维修家用电器 ,聊城大
学物理学院的爱心志愿者将为
社区居民维修空调、电风扇、吹
风机、收音机等家用电器；山东

智祥律师事务所李乐章律师为
社区居民讲解法律知识、解答
法律咨询；聊大化工学院的志
愿者为60岁以上老人专业清洗
灶台。

同时，聊城双拥志愿者联
盟陈金良、倪西群也将赶到现
场为大家宣传交通安全、弘扬
正能量,更有联盟里的聊大雷锋
义工队为居民测量血压、“活雷
锋”徐明海为居民免费擦鞋、一
剪美美容美发摄影化妆学校的
专业理发师为居民免费理发。

““帮帮帮帮团团””周周六六与与您您相相约约水水城城华华府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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