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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出游更要放肆快乐 一切从一台SUV开始
十一长假转瞬即逝，看过高

速上的车水马龙水泄不通，诸位
攒好假期，计划着错峰出游的小
伙伴们，也是时候开始拉群结
伴，踏上美妙的旅程了。如今各
大景区住宿的价格都已归位，出
行成本势必会大大降低，自驾出
行也一定会是最热门的出游模
式之一，而此时没有一台放肆快
活的称手座驾，怎么对得起金秋
的美景呢？

自驾出行胜在自由，走到哪
里玩到哪里的自在感，自然是重
中之重，那么选择一台城市SUV
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如
今的城市SUV不仅可以舒适的穿
梭于都市丛林，比轿车更可靠的
通过性，更让你亲近自然的过程
中不必担忧友谊的小船会随时
搁浅。上市以来一直倡导“活，
该快乐”生活理念的全新东风标

致3008，恰恰是满足上述条件的
不二之选。
颜值为表 功能性才是真杀招

看颜值、看气质，全新东风
标致3008都算得上是紧凑级SUV
中的当家花旦，而近期上市的新
款车型更是对外装细节进行了
全面的进化。点阵式进气格栅
灵感取自赛车黑白方格旗，通过
镀铬装饰的点缀，展示了同级
SUV中鲜有的豪华气派。而车尾
部分，全新3008采用了标致的标
签式设计——狮爪式LED尾灯，
点亮效果更清晰时尚。内装方
面则是一如既往的炫酷，在保留
战斗机式环抱座舱、飞航式中央
控制键等标志性设计的前提下，
全新3008新升级了触控屏幕、配
合简洁的系统UI，操作过程更流
畅简单。

然而别具一格的颜值只是

外表，多年来真正帮助东风标致
3008站稳市场主流地位的，事实
上是独特的功能配置与其倡导
的生活方式。首当其冲的自然
是备受好评的 Hobby 分体式尾
门，这种我们常常在路虎发现等
一些中大型SUV车型上看到的尾
门结构，在新全 3008 上具备了
200公斤的承重能力，无论是玩
乐休憩还是装卸货物，都能为车
主带来切身的实惠与便利。另
一方面，面积超过1平方米，且可
以分段开启全景天窗也是同级
别中极具浪漫情怀的功能，实际
使用中不仅可以胜任后排成员
采光及车内通风等基本职责，观
星赏月领略大自然壮美风景，更
是不在话下，作为自驾出游的享
乐利器再合适不过。
动力成熟 智能安全配置加分

作为自驾游中尤为核心的

环节，全新3008在驾驶感受上自
然是不遑多让。连续 8 年蝉联

“ 国 际 年 度 发 动 机 ”大 奖 的
1.6THP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提
供167马力和245牛·米的动力
输出，更为重要的是，在 Twin
Scroll双涡管单涡轮增压器的作
用下，这台发动机的最大扭矩爆
发转速被降低到了1400转，尽可
能减轻了涡轮增压发动机迟滞
问题，并通过强大的中低扭响
应，为驾驶者实现酣畅淋漓的提
速感受。

自驾出游害怕路况复杂、家
人担心？没问题！全新3008搭
载了东风标致最新导入的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通过集成前
方碰撞预警、360°全景泊车影
像、车道偏离警示、盲区探测四
大功能，使全新3008能够为驾驶
员提供周全的主动安全防护功

能。与此同时，全新3008还破天
荒的原厂集成了高清行车记录
仪装置，不但免去了后期加装改
线的繁琐，更让突发情况下的全
新3008车主能够更好的保障自
身的法律权益，保留事实依据。
有了这样一台称手又可靠的高
性能欧系都市SUV，无论走到哪
里，你都能享受到最为浪漫惬意
的旅行体验。

中银基金：配置定投组合 打造振荡市“双保险”

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一路振
荡缓慢上行，于10月24日收复了
3100 点大关。后市走势如何？
机构众说纷纭。不过，有一招能
够助力投资者在市场的大风大浪

中“稳坐钓鱼台”，那就是基金定
投。中银基金建议，配置一套定
投组合可兼顾收益与流动性，可
谓是振荡市中的“双保险”。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

24日，中银转债增强A、B份自成立日
期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分别高达
96%和91.9%，最近三年复权单位净
值增长率分别达67.81%和65.72%，
在504只同类产品中均稳居前5%。

广告 投资有风险

楼市收紧或逼资金回流股市
信达澳银多只权益产品业绩靓眼

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10月14日，从近半年增
长率看来，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
增长率达18.00%，同类排名11/
114。另外，信达澳银基金旗
下，增长率在5-15%之间的权益
类产品，还包括信达澳银转型创
新股票、信达澳银领先增长混

合、信达澳银中小盘混合、信达
澳银产业升级混合以及信达澳
银精华配置混合5只产品，整体
表现均衡优秀。万得数据显示，
从 2015 年三季度末到 2016 年
三季度末期间，信达澳银的总资
产 净 值 从 64.40 亿 元 跃 升 为
117.87亿元，升幅达83.03%。

民生加银八年连创佳绩多元化管理业内获赞

在迎来8周岁生日之际，民
生加银基金向市场及投资者献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自 2013 年
始连续三年问鼎被誉为基金业
奥斯卡的“金牛奖”，旗下产品

捧起奖杯无数……八年时间的
耕耘让民生加银基金获得规
模、业绩双丰收，为越来越多的
投资者奉上稳健回报。盘点民
生加银基金过去几年的发展，

公司在多元化资产管理的道路
上连创佳绩，电商、专户等业务
齐头并进，“公募基金+资产管
理”的双轮驱动模式获得业界
高度评价。

全能女帅担纲“四好基金”嘉实研究增强震撼首发

10 月收官在即，市场多空
因素交织，趋势性行情难现，结
构性投资机会仍不断涌现。综
合考虑投资者情绪、历史估值、
资金流向、历史规律等因素，业

界普遍认为当前市场处于相对
低位，配置偏股基金未来半年
或一年取得相对较高收益概率
较高。为此嘉实基金顺势出

“基”，推出嘉实研究增强灵活

配置混合基金（001758），10 月
31 日—11 月 25 日通过工行、
嘉实基金直销中心等渠道全面
发行，未来将由“全能女帅”陈
少平亲自执掌。

南方基金蔡望鹏：四季度看好PPP、快递及券商板块

2016年投资进入最后一季，
如何看待四季度行情，南方积
配、南方中国梦基金经理蔡望鹏
在近期举办的哈尔滨站南方基
金“彩虹之旅”公益巡讲活动上
表示，四季度行情仍将以震荡为
主，但不乏结构性机会，重点关
注受益于政策推动的PPP行业，

高速增长且行业壁垒高的快递
行业，以及估值低、未来受益于
资产市场发展的券商板块。

活动下半场，南方基金资深
理财顾问王小小同参会者分享
了基金投资中的常见误区及应
对办法。

把地处上海外环城郊的毛地建设成“区区合作、品牌
联动”的产业小镇，丁桂康像妙手魔术师一般，打造了总
年税收突破10亿元的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他说：“我们
要找准支点，利用各种杠杆撬动松江新一轮的发展。”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一手打造互联跨界4.0版工业园区 年过半百的丁桂康表示：

“永不停步，我愿意再年轻一把！”

每天清晨7点
便出现在园区

丁桂康是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耕田
者。1995年，作为漕河泾开发区品
牌输出的第一个“试验田”，漕河泾开
发区在松江新桥镇开发了占地168
亩的“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

2006年，丁桂康成为园区的“当
家人”，揽下了工程建设和招商引资
两大“重头任务”。从2007年4月打
下第一根桩，到次年9月一期9万平
方米产业楼宇竣工，当期即实现60%
的租售。园区随即启动了二期14万
平方米项目建设。此后，临港松江科
技城边建设、边开发、边招商，至今开
发总量已达到150万平方米。

丁桂康年过半百，工作起来依然
像年轻人一般积极。除了出差在外，
他清晨7点多便出现在园区。早到
的时间里，他常常查看园区的设施。

“查看到的问题，照片马上就会发到
我们的手机上。”公司某部门负责人
透露，作为园区“领头人”的丁桂康从
不闲着。生于1962年的丁桂康，说
自己已不再年轻，但他却说：“历史的
使命要求我们不要轻易停下脚步。
作为领头者，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再
年轻一把。”

在紧跟产业发展趋势的“年轻
态”园区中，淘米网、大唐移动、中
交三航等一批企业已在此“安家落
户”。据介绍，截至目前，园区累计
培育和引进科技创新型企业300多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43 家、科技
小巨人企业 8 家，一批企业在中小
板、创业板和新三板上市，园区企
业年均发明专利增长超过 30%，园
区获批成为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
园区。

2015年底，漕河泾开发区松江
新兴产业园更名为上海临港松江科
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丁桂康
的带领下，临港松江科技城已开发面
积的年税收从2013年的3.3亿元，到
2014年的6.75亿元，再到2015年的
10.2亿元，实现逐年增长。

4.0版本的概念
要跳出园区之外

在丁桂康设想下，科技城不单单
是“朝九晚五”活力8小时的工作园
地，要打造成“夜晚不打烊、周末有人
气”的产业社区。产业园和生活社区
间没有边界，这就是他心中跨界互联
的4.0版本园区。

“临港松江科技城4.0版本园区
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园区的两平
方公里范围之内。”丁桂康打算跳开
园区空间，立足松江区域，形成以园

区为核、多点联动的发展格局，推进
松江当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松江的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基础大了、发展好了，园区才有
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丁桂康看来，共
享经济带给园区的除了竞争，还有合
作。“我们要本着竞争过程寻求多方
共赢的合作理念，为松江导入优质的
发展要素资源。我们要找准支点，利
用各种杠杆撬动松江新一轮的发展，
我们能扮演什么角色就扮演什么角
色，同时还要考虑我们的溢出和辐射
效应。”

在此之前，临港松江科技城已成
功参与了九亭、新桥老工业地块的二

次开发。新桥镇的永发金属公司是
一家老钢厂，从2013年初产业调整
后，部分生产线关停，厂房闲置下
来。在园区和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
下，成功引入了法国必维检测公司，
预计项目达产后年销售额约 2 亿
元。目前，新桥镇、九亭镇、洞泾镇等
已相继与临港松江科技城签订深度
合作协议，由临港松江科技城团队承
担老工业区块二次开发的规划、招商
建设。

园区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临港
松江科技城发展的重要理念，也是
年过半百的丁桂康不断追逐的产
业方向。

丁桂康（右）在生产车间中询问3D打印的有关情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