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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市中把险避 教你如何选债基
2016年以来，A股市场波动明显，市

场避险情绪不断升温。风险相对较低、收
益相对稳定的债券型基金“避风港”效应
再度显现。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披露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公募基金资产
合计7.7万亿元，其中，债券基金规模达

0.74万亿元，较一月增长341.65亿元。
按投资范围不同，目前市场上债券基

金共分为纯债基金、一级债基、二级债基
三种类型。其中，纯债基金不参与股票投
资，一级债基有打新策略，二级债基除打
新外可适当参与股票二级市场交易。

广发基金办高校创新挑战赛 挖掘互联网金融新思路
广发基金互联网金融部举办的互

联网金融创新挑战赛进入决赛阶段，共
23支团队晋级大赛决赛。

近年来，广发基金互金部在互联
网金融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从
2013 年开始起着重发展互联网金融

业务；2014 年开始联手百度搜索，推
出 国 内 首 支 大 数 据 指 数 基 金“ 百 发
100”；之后又在业内首家推出“通过
钱袋子认购新基金，认购期内照享货
币基金收益”等极具互联网精神、深
挖客户需求的业务。

穿越牛熊 见证长期的力量
市场牛熊更迭，如何获得长期投资

回报？长期业绩表现良好的券商集合
产品一直受到高端投资者的青睐。以
东方红 4 号为例，截至 4 月 15 日，该产
品自成立以来的业绩一直十分理想，成
为名副其实的长跑健将。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红系列权益类
大集合产品线来看，整体业绩表现出
色。Wind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5
日，东方红系列有数据可查的 13 只偏
股型大集合产品最近两年跑赢同期所
有偏股型大集合。

搜狗输入法创业品牌助推中小企业创业
搜狗输入法近日宣布，正式上线创

业品牌支持计划，切实帮助创业企业解
决推广难题。据了解，初创公司通过申
请审核流程，即可在候选适当位置以

“新芽”的标志展示企业品牌，同时用户
也能直接找到正确候选。

据悉，首批加入创业品牌支持计划
的公司有美宝、药给力、遐客行、墨刀、
积木云、慧教云、云纵、锅否、小能等九
个品牌。

户外用品电商网站遐客行CEO林辉
表示，“该计划恰恰解决了公司痛点，遐
客行跃然于候选，大大减轻了用户寻找
正确汉字的时间和精力。”

据介绍，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口号的提出，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
创业大军不断涌现，尤其是进入 2016
年，投融资脚步加快，创业企业也从扎
堆现象向淘沙阶段转移。然而对于创
业者，如何为自己的初创品牌起一个响
亮的名号，无疑是创业道路上的第一要
务。搜狗输入法顺势推出“创业品牌支
持计划”，优化输入体验的同时，帮助初
创品牌提升品牌曝光率。同样，借助此
次计划，搜狗输入法也将继续从精细化
入手，在互联网入口培养用户习惯、拓
宽创业公品牌传播渠道，用实际行动践
行企业公民责任。

广告 投资有风险

国洲杯·迎奥运—第一届上海市高尔夫球大奖赛开赛
4月14日，由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

主办的“国洲杯·迎奥运——第一届上
海市高尔夫球大奖赛”如约而至，在上
海旭宝高尔夫球俱乐部打响比赛。作
为本次大奖赛的主办方代表，上海市体
育局相关领导、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会
长施德容、国洲集团董事蔡志明、上海
市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锦
培、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陶侃、
铁汉球杆华东地区负责人温海明等嘉
宾参加了开赛仪式。

高尔夫回归奥运、走进大众
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会长施德容

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随着高尔夫回
归奥运、随着高尔夫球运动的逐渐普及
和发展，‘绅士运动’高尔夫正在走进大
众、贴近群众生活，让人人都有机会、有
意愿积极参与进来，吻合时代发展需求
和现代人的生活休闲习惯，高尔夫球运
动正在成为一项大众体育休闲健身运
动。”

正如施德容会长所说的，今年正值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高尔夫球将正式入
奥使这项运动回归体育本身，而这项运
动，在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普及和提高两
大问题。本次大奖赛作为全国范围内
第一个地方性高尔夫大奖赛赛事，是全
国首次针对业余爱好者，由官方主办的
大型巡回赛事。不仅可以提前为奥运
预热，用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为奥运的高
尔夫运动员加油；另一方面，也能让所
有人看到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带来的积
极健康的意义，让更多人通过深入体验
了解高尔夫球。上海市体育局相关领
导表示：“高尔夫球项目进入奥运大家
庭，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奥运
会对于项目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其它活
动不可比拟和替代的。相信进入奥运
会之后一定会使高尔夫球运动赢来新
的发展契机。“

众多业余选手报名
“全民高尔夫”从这里起航
本届大奖赛全年共举行47场比赛，

其中初赛42场，复赛4场，将在11月进
行决赛，参赛人数将达到 5000 多人次。
截至目前，组委会已经收到了各界众多
高尔夫球的爱好者报名。赛制设置总
杆、净杆、远距近洞等奖项，此赛事将决
选出高尔夫球业余男女高手。

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会长施德容
对报名参赛的选手们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表示：“高尔夫球入奥之后，发展非常
快，参加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希
望更多的人能到大自然中来，用高尔夫
球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幸
福指数。同时我们会创造更多老百姓
可参与的活动，希望大家都能有机会来
参加这样群众性的赛事。”当然，对于今
后高尔夫球事业在上海的发展，施会长
也做出了介绍：“首先，我们会将职业化
做的更好，推动职业运动员参加高等级
的赛事；第二，推动青少年高尔夫球的
发展，除了每年举办十场赛事，同时有
国际上的交流，会和现在高尔夫发展比
较好的国家有来回的对抗赛；第三，积
极开展群众性的比赛，我们希望出现一
批群众性的参与高手。”

“从上海出发，辐射全国,走向世
界”，正如施德容会长在采访中所说：“我
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成功，同时我们会
创造更多老百姓参与的活动，希望所有
高尔夫球爱好者都能有机会来参加这样
群众性的赛事。”据悉，“国洲杯·迎奥运
——2016上海高尔夫球大奖赛”的第一
站比赛吸引了100多位选手参赛，最终
总杆前五名和净杆前五名的选手成功晋
级，而第二站的比赛将于4月21日在上
海新天鸿名人高尔夫俱乐部开打，所有
高尔夫球爱好者均可通过微信号：乾高
GOLF，关注大赛相关信息，参与报名。

国防部新闻局19日就美方质疑
我用军机赴永暑礁运送重病工人答
记者问时表示，相关岛礁建设和防卫
设施部署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美国无权指手画脚。

国防部网站发布消息说，有记者问，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关于中
方派军机赴南沙永暑礁运送三名重病
工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不清楚
中方为何使用军机而不是民用飞机，同
时美方还表示会进一步要求中国不在
永暑礁部署军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
宗旨。在危急时刻，全力救助人民群
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做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人
的生命危急之时，美方却还在质疑什么
军机民机。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美国民
众在美国领土上突发疾病，美军是不是
会袖手旁观？”国防部新闻局说。

国防部新闻局强调，中国对南沙
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
主权。相关岛礁建设和防卫设施部
署都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无
权指手画脚。 据新华社电

美方质疑我用军机赴永暑礁运送重病工人

国防部：美国无权指手画脚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18日确认，曾
多次在社交网站发布辱华言论的该校
澳籍华人助教吴维（音译），就此前的行
为表示道歉，并已辞去该校助教一职。

悉尼大学金融博士生、该校高级
助教吴维，近日被指在社交媒体多次
发布辱华言论、诋毁中国留学生并焚
烧中国护照，此事引起当地及中国国
内舆论关注，也遭到了当地中国留学
生及华人的抗议。事件一经报道，校
方高度关注，并表示将于19日公布
调查结果。18日下午，悉尼大学向
外界表示，涉事助教已向大学提交辞
职信，并就其不当言论表示道歉。

吴维在信中称：“我为自己在网
络上发布的不恰当且无礼的言论郑
重道歉，今后会避免此类言论，我已

辞去悉尼大学助教的职务。那些因
我网络言论受到冒犯和伤害的人，我
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

悉尼大学商学院院长格雷格·惠
特韦尔表示，在悉尼大学行为守则中，
对教职员工的专业和个人行为均有明
确规定。悉尼大学绝不容忍带有种族
歧视、性别歧视和冒犯性的言论。

记者采访了解到，悉尼大学的一
些在读生对这一结果表示满意。也
有同学表示，虽然对吴维的做法感到
愤怒，但该事件仅是个案。

据了解，吴维原籍中国，为悉尼
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在读博士生，于
2013 年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
份，2015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据新华社电

澳籍华人助教就辱华言论道歉

■环球万象

针对中国人在越安全状况，记者
日前采访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有关
官员。他们认为，近几年，在越中国
人和华人总体安全形势良好，需要注
意的主要是社会治安事件和交通事
故等意外，同时也要尊重当地的法律
法规和风俗习惯。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警务联络官吴
官金告诉记者，中国人和华人在越南
遇到的主要安全问题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因参加赌博借高利贷被非法拘
禁；二是被抢被盗等治安事件；三是交
通意外，如中国人租用当地车辆，但不

戴头盔或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等。
对此，大使馆负责警务联络的参

赞赵万鹏建议说，中国人和华人到越
南学习、工作和旅游，应注意几大事
项：一是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比
如不闯红灯、不酒驾等；二是要尊重
当地风俗习惯，比如越南人对领袖、祖
先非常尊敬，国人需要注意；三是要保
持低调，不要炫富，不要到偏僻黑暗的
地方去，勿贪小利；四是尽量找越南语
翻译，因为越南人并不像许多中国人
认为的那样都会讲中文，如果沟通不
善，很容易产生矛盾。 据新华社电

我驻越外交官提醒国人
尊重当地的法律和风俗

新西兰移民部长迈克尔·伍德豪
斯1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新西兰将
启动一系列便利政策，简化中国游客
签证申请、审批过程。

声明说，这些便利政策包括针对
中国游客的电子签证系统，以及新西
兰政府服务网站RealMe的中文注册
和登录系统等。此外，到2016年底，
中国游客在网上签证申请系统缴费
时，将可以使用带有“中国银联”标记
的借记卡或信用卡。

伍德豪斯说，中国是新西兰第二
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发展最迅速
的旅游市场，2015年约有35.5万人
次中国公民访问新西兰，为新西兰经
济贡献16亿新西兰元（约合72.6亿
元人民币）。

另外，新西兰先前已经把中国游
客多次入境旅游签证的有效时间从
一年延长至两年，并开放了三年多次
入境商务签证。

据新华社电

新西兰新政方便中国游客办签证

针对美方质疑中国军机赴永暑

礁救援，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9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表态莫名

其妙，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

华春莹表示，众所周知，军机参

与救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民事人

员撤离行动，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

法。我们看到，中国军机经常出现在

抗震救灾等场所。在中国的领土上，

中国军机和军人及时出现在任何需

要他们的地方，这既是军队的职责，

也是人民的期待。

“按照美军方这位发言人的逻辑，

我倒想问问他们，美军方声称将维护南

海航行自由，我们不清楚美国为什么使

用军机军舰宣示航行自由，而不是民用

船只和飞机。我们敦促美方恪守承诺，

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华春莹说。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美方表态莫名其妙[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