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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3月1 3日讯 (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王荣
娇 ) 男子李某“珍藏”了200
多只打火机，一并装进李包想
坐火车带回家，过安检时被查
出。打火机属于限量携带物
品，铁路“新规”规定，乘车进
站携带的普通打火机不得超

过2个。
1 0日上午，男子李某到

威海火车站进站口，但拒不接
受行包过机检查，感觉有异
常，安检员告知了威海站派出
所民警。民警赶到向李某说明
相关法律条规，随后开包检
查，只见包内有各式各样、五

颜六色的大量打火机，经清点
共计200余只。

原来，李某在威海务工，
这 2 0 0多只打火机是他“珍
藏”的，有的是朋友送的，有
的是捡来的，他都舍不得扔，
当天李某要回老家，便打包准
备带回去。李某知道乘车不能

带太多的打火机，因此过安检
时不愿接受行包过机检查。民
警对李某进行批评教育，收缴
了打火机。

2016年1月10日，新修订
的《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
制携带物品目录》正式实行，
进站安检更加严格。“新规”

在过去老目录基础上，新增
了部分过去未明文规定禁止
携带、但又对铁路运输和旅
客 人 身 安 全 构 成 危 险 的 物
品。对限量携带物品也进行
了调整，比如安全火柴不得
超过2小盒、普通打火机不得
超过2个。

带带220000多多只只打打火火机机进进站站被被查查
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坚持不过机受检

恒恒生生指指数数强强劲劲上上涨涨
借借力力EETTFF基基金金投投资资港港股股市市场场

近日，港股领跑全球市
场。恒生指数创下近年高
点，截至2月28日，今年以来
已累计上涨11 . 14%，近一年
累计上涨22 . 33%。受益于恒
生指数大涨，布局于港股的
基金也表现非凡。Wind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截至2月28
日，在同类基金中业绩居前
的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金
及联接基金收益率达到了
6 . 88%和6 . 69%，近一年分
别上涨31 . 15%、29 . 43%紧
跟恒生指数上涨幅度，在同

类基金中业绩居前。这两只
自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分
别为5 . 10%和2 . 48%。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基
金正是这样一只可为投资
者捕捉港股市场投资机遇
提供了便捷工具的基金。华
夏沪港通恒生ETF在交易机
制上实行T+0回转交易，即
投资者当日买入的ETF份额
同日即可卖出，这跟港股现
行的T+0交易制度完全接
轨，使投资者更加便捷高效
地跟踪港股市场。

投资也需巧搭配。伴随
着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的轮
动，大类资产表现出不同的
投资价值。记者了解到，建信
民丰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基金
3月13日正式发行，该基金优
选大类资产进行配置，并搭
载量化投资模型，力争创造
持续稳健的投资回报，投资
者可通过各大银行、券商以
及建信基金直销渠道进行认
购。

建信民丰回报采取大类

资产配置策略，可在股票、固
定收益、金融衍生品等大类
资产中进行多元化配置，并
动态调整资金资产在各大类
资产间的分配比例，其中股
票仓位为0%-40%。在具体
投资组合构建中，该基金将
在固定收益投资叠加打新策
略的基础上，运用建信基金
自主开发的多因子量化选股
模型，基于大数据分析精选
优质个股，为基金的整体收
益“加料”。

建建信信民民丰丰回回报报定定期期开开放放
混混合合基基金金33月月1133日日发发行行

成成长长风风格格基基金金排排名名提提升升
新新华华泛泛资资源源优优势势持持续续领领跑跑

据银河数据显示，截至3
月8日，今年以来偏股型基金
平均收益率为2 . 98%，其中，
大部分基金获得了正收益，
尤其是近期，不少成长风格
基金年内的业绩排名大幅提
升。如新华基金旗下的新华
泛资源优势混合近一个月净

值飙升5 .22%，今年以来也累
计取得了7 .36%的净值增长，
长期来看，该基金近一年、近
两年、近三年的收益均位于
同类前五。此外，新华基金旗
下的另一只产品新华行业轮
换配置混合A今年以来也累
计取得了6 .05%的净值增长。

不不止止33 .. 1155，，理理赔赔提提速速336655
太平人寿2016年单笔理赔最快7秒！

保险理赔究竟能有多快？
太平人寿用实际行动向你证
明，只需7秒！

2016年10月，太平人寿山
东客户彭女士，亲身体验了极
速理赔的高效服务。彭女士的
孩子因病住院治疗，柜面运营
人员在审核彭女士提交的理赔
资料时，发现此案件符合公司
正在推广的“先赔后核”的免审
核项目要求，立即用IPAD上的

“理赔通”平台为其进行了操
作。仅仅7秒时间即完成系统结
案，客户随后就收到了理赔金
到账的短信，这让彭女士惊呼
不可思议。

太平人寿自2013年7月推出智
能化移动理赔服务平台“理赔
通”，该项目具有先赔后审，系
统自动处理、理赔款给付“零时
效”等特点。代理人通过移动端
设备为其客户提供面对面的极
速理赔服务，让客户倍感“简单
案件快速处理”的便捷，再也不
用忍受“理赔等待好漫长”的苦
恼。

此前，“先赔后核”这一服
务权限仅对业务和服务品质最
优质的代理人开放，这些“钻石
级”“白金级”代理人的客户可
享受理赔“零等待”的高效和便
捷。从2016年开始，先赔后核便

不再是部分人的特权，为了让
客户更轻松更快速地获得理
赔，太平人寿将“先赔后核”服
务向全体客户开放，只要客户
疾病住院符合免审核受理条
件，即可在代理人的陪同下，前
往太平人寿分公司或中心支公
司的运营柜面，体验“先赔后
核”的极速理赔，这在很大程度
上缩减了客户理赔等待的时
间。

不只3 . 15，保险理赔的提
速，应是在365天中积极践行。
2016年，太平人寿共处理了快
速理赔案件23762件，累计理赔
金额2723 . 97万元。 (李敏)

““太太平平健健康康季季 让让爱爱无无缺缺口口””
——— 太平人寿威海中心支公司三月健康险启动大会顺利召开

春暖威海，为爱起航。2017
年2月27日，太平人寿威海中心
支公司三月健康险启动大会在
安然会馆隆重召开，逾四百名
代理人伙伴参加了本次大会。
太平人寿即将启动的三月健康
险销售，在传递健康理念、为客
户送去保障的同时，有着新的
内容和意义：太平人寿山东分
公司联合山东红十字会及大众
网共同发起爱心公益活动，通
过代理人的大量拜访并传播爱
心公益活动，每认购一张保单，
太平人寿将以客户的名义为需

要帮助身患重疾的儿捐款献爱
心，并向其发放由公益机构署
名的爱心证书。

活动前期，在山东省红十
字会的大力协助下，太平人寿
山东分公司从全省范围内挑选
出三名家境困难的患病儿童，
并进行了捐款资助。这三名患
儿中，有一名患急性淋巴白血
病的儿童乐乐来自威海荣成，
本次威海启动会有幸邀请到她
的家属来到现场。乐乐的家人
上台含泪介绍了乐乐目前的情
况，并对威海太平的支持和帮

助表示了感谢。乐乐的遭遇牵
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很多
人饱含热泪，在随后的爱心捐
助环节慷慨解囊，现场捐助金
额多达两万三千多元。

心手相牵，大爱传递。太平
人寿威海中心支公司在提供专
业保险服务的同时，也积极传
递公益正能量，让更多人关注
公益、参与公益，履行企业的社
会责任，用实际行动诠释“扶危
济困，雪中送炭”的保险意义，
为更多的家庭送去爱心和保
障。

美美国国阿阿拉拉斯斯加加海海鲜鲜，，来来自自深深海海的的““隗隗宝宝””

拥有3，4000英里海岸线
长的阿拉斯加是一个富饶的
商业鱼类基地。这里有五种
鲑鱼，三种蟹，大比目鱼，真
鳕和鲽鱼终年畅游在冰冷纯
净的北太平洋里。几千年来，

阿拉斯加一直为人类提供着
丰富的海产品，因为在冰冷
清澈的水下，蕴藏着巨大的
宝藏，大海的宝物在水中从
容不迫地发育成熟，赋予百
令海以生命。这些鱼类完全

是属于未污染的广阔的阿拉
斯加水域的自然产品，通过
科学的管理，让世世代代可
以享用这一美味可口和健康
的鱼类。

12日，荣成边防大队官兵和荣成实验小学小学生、社区志愿者
及学生家长100余人，到崖头村山坡，开展“大手拉小手，共植一片
绿”义务植树。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卢旺龙 曲玉红 摄影报道
植植树树

12日下午，文登小观镇某村附近，一辆半挂货车追尾一辆小轿
车，轿车“飞”入路沟倒扣，2名司乘人员受伤但均无危险。事发前，
轿车和半挂货车一前一后沿路前行，至事发地，轿车突然刹车欲左
转弯，货车躲避不及，随后追尾。 本报记者 孙丽娟 摄影报道

追追尾尾
翻翻扣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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