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市场二八分化明显，大盘
蓝筹股受到市场资金追捧，而中小盘股票
依旧处于回调状态。对此，东方红资产管
理基金经理刚登峰先生表示，目前的市场
风格偏好确定性较强的龙头企业，随着整
体的经济波动趋于平缓，未来不可避免会

走向分化，但部分后市仍然有望获得绝对
收益。

据悉，东方红资产管理一直坚持价值投
资理念，追求绝对收益，注重把握大趋势下
的大概率投资机会，分享优秀公司长期成长
的收益。

2017年6月26日，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迎来了第500万辆汽车的成功下线，这是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多年来
精诚合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自2000年成立以来，天津一汽丰田在产

品、品质、技术、安全、创新、文化等方面持续
改善，精益求精，在引进、消化、吸收丰田先进
的生产管理方式基础上，本着安全第一，品质
第一，用户第一的理念，为中国用户相继生产
并提供了品质卓越、安全舒适的经典车型。

5月28日-6月25日（日前），首届生活
家地板”全民恋家节”活动在全国开启,“不
仅零醛 更能除醛”的净界系列全国热卖、千
余款产品工厂直供零利放送、约26000个家
庭痛快选择，生活家地板全民恋家节热闹非
凡，成绩单暴涨，活动目前已经完美收官。
据了解，生活家地板“倡导恋家、践行恋家”，
从生活态度上引导积极向上的家庭观，从生
活方式上落实健康居家理念，全民恋家节是
生活家恋家情节的一次集中展阅，也是让更
多人享受健康产品的公益创举。

生活家地板销售负责人表示，在这份
成绩单背后，离不开生活家地板品牌的影
响力及产品过硬的品质，更离不开生活家

在营销环节下足的“料”。
生活家全民恋家节在文化营销上可

谓做足了功夫，线下有黄菡、胡慎之“解读
家庭幸福密码”沙龙讲座，网络移动端有
演员胡可、运动员郜林、主持人戴军等各
界大咖为“全民恋家”公益发出态度呐喊，
其宗旨都是为了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尤
其是年轻消费者。

据悉，此次“全民恋家节”在全国1500
多个门店同时举行，集中资源，形成“集中
轰炸”的效应，让生活家品牌长时间积累
的市场能量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也让消
费者能在其中不仅能感受到产品好、服务
好，更能共鸣到恋家的理念。

生活家地板“全民恋家节”全国举行

两天的极速冲刺之后，2017 CTCC 中
国房车锦标赛贵阳青岩站在当地骏驰国际
赛车场落下帷幕，激烈赛事带来的紧张感还
未从选手内心完全消散，不少观众甚至仍旧
沉浸在赛车与车手们飒爽身影的迷人魅力
之中。和前两站的连续高温炙烤不同，贵阳
赛事当日天气晴雨不定，这不禁给车手们的
赛车驾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然而在锦湖轮
胎所提供的赛事专用轮胎ECSTA S700干地
胎以及ECSTA W700湿地胎的双持下，赛车
手们依旧发挥出了应有的竞技水准，比赛过
程全程看点满满！

本次CTCC第三站第一回合超级杯，来
自东风悦达起亚车队的詹家图依靠第15个
计时圈表现出的1分05秒241夺得杆位，
成就自身Pole to Win的至高荣耀。“榜眼”
曹宏炜虽与冠军擦身而过，不过比赛中一度
霸占领先位置，是全场唯一一位跑了19圈
的车手。中国杯由广汽丰田车队的刘洋在
被对手包围的情况下奋勇冲破阻碍，一举拿
下Pole to win，赢得万千喝彩。除了这两
位“Super hero”之外，超级杯还有长安福特
车队揽下了第二回合厂商杯冠军，一汽丰田
在中国杯比赛中获得了两回合的厂商杯冠
军，可谓是团队齐心协力的典范。

除了“硬碰硬”的技巧比拼，战术谋略在

比赛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加之得力
硬件的锦上添花，离胜利更近一步。此次
CTCC贵阳青岩站，超级杯排位赛在一阵持
续降落的雨水过后迎来了晴天，赛道也随之
变得越来越干燥，赛车的速度也相应越来越
快。因此车手们尽一切努力试图多在赛道
上停留，朝着最快圈速奋力冲击，使用轮胎
的策略也从最开始的ECSTA W700湿地胎，
过渡到了ECSTA S700干地胎。

不得不说，官方唯一指定轮胎供应商锦
湖轮胎提供的赛事专用轮胎ECSTA S700干
地胎以及ECSTA W700湿地胎性能十分卓
越，无论面对的天气是雨是晴都有优异表
现，。不仅如此，赛事举办地贵州骏驰国际
赛车场，作为贵阳第一个国际级别的赛车
场，同时也是贵阳及至西南地区第一条国际
标准三级赛道，拥有超过两千米的长度，14
处的弯角，布局从整体上来看形似中国古代
的吉祥之物“如意”，因而在祥瑞的寓意之
外，对于赛车手们而言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所幸，锦湖轮胎完美地应对了如此
严苛的考验，为今后研制出更高品质的产
品、实现自我超越打下了坚实基础。

赛事已过三巡，精彩却一浪甚过一浪。
两周后的上海佘山站，锦湖轮胎期待与各位
车手一起再创辉煌！

风雨无阻 极速前进，CTCC贵阳青岩站赛事激情上演
6月30日，呷哺呷哺全新升级的上海旗

舰店在日月光中心盛大开业，这是呷哺呷
哺新升级门店布局上海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也意味着呷哺呷哺完成了自身品牌从
快餐火锅到“轻正餐”的理念升级，逐步生成
重体验、场景化、多元融合的品牌新业态。

在呷哺呷哺，人们 可 以 不 仅 仅 局
限 在 吃 饭 这 一 单 项 需 求 ，还 能 实 现
情 侣 约 会 、好 友 小 聚 、家 庭 团 圆 等

等 休 闲 功
能 ，新 奇
而 舒 适 的
简 约 新 中
式 设 计 风
格 也 大 幅
提 升 了 呷
哺 呷 哺 门
店颜值。

创新升级显王者风范 呷哺呷哺欲制霸火锅红海市场

在完善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的同时，每个人
的内心深处也始终有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家里每一件物品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物品的多，引来生活的“繁”，继而“烦”。所
以，用一台萌萌的Brother标签机就能为每
个小物件编排一个特别的标签。

用标签装点的礼物无时无刻不透露着
一丝丝情怀和暖意，小小的Brother标签打
印机中，容纳着可爱的边框和精致的符号，
让打印标签的过程变得更加有趣。

精致的生活离不开井井有条的布置，

家中的
洗漱用
品 、厨
房的油
盐 酱
醋 ，都
需要精心地准备和标识。

标记身边的每一件物品，用符号和文
字组合的巧妙来点缀心情。让每一件物品
都有独特的“姓名”，标记生活用心感受，每
一天都会很美好。

Brother普贴趣：简单一贴，唤醒生活趣味

广告 投资有风险

2008 年金融危机至今，中国股市表
现惨淡。股票投资，不能靠政府，要靠常
识。剥茧抽丝从经济、货币和估值角度
看，A股弱势，恰恰符合常识。

国投瑞银新丝路基金（LOF）成立于
2015年4月10日（上证指数4000点），运

作2年多，经历了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
股停牌、股市熔断等诸多极端事件，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
取得了 20.73%的净值涨幅，超越基准
29.89%，也高于同类平均水平。取得上述
业绩，主要还是依靠常识指导股票投资。

国投瑞银基金王鹏：股票投资，靠常识

日前，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机构认为，在中国制
造2025大背景下，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是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必经之路，叠加国家扶持
政策力度，智能汽车有望成为未来十年最大

的产业风口之一。在此背景下，相关领域投
资机会凸显，据悉，国泰基金日前发布公告称
国泰智能汽车股票型基金于7月3日正式发
行，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农行等银行、国泰基金
官网和第三方销售平台等渠道进行认购。

智能汽车迎投资风口 主题基金顺势出“基”

东方红资产管理刚登峰：市场趋于分化 精选个股获取绝对收益

天津一汽丰田工厂第500万辆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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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受湖南等地水害影响，
最近几天上海与贵阳、重庆等方向之
间的多趟列车运行不太正常。青年
报记者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今日贵
阳至上海南的K112次列车将临时停
运，明天也有个别列车停运，旅客需
及时关注列车信息。

受水害影响，昨日部分旅客列
车已临时停运，具体有：重庆北开
K1077/6/7 次（重庆北-宁波），上海
南开K111次（上海南-贵阳），上海
南开 K71/4 次（上海南-重庆北）。

除了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还临时调
整了运行，比如昨日宁波开的K584/
1 次（宁波-南宁）运行到株洲站
后，迂回运行至永州站再恢复原径
路运行，株洲-永州迂回区段不办理
客运。

铁路部门表示，今明两天仍有
个别车次将停运，比如，今日贵阳开
K112次（贵阳-上海南）临时停运，昆
明南开G286次（昆明南-济南西）临
时停运；明天宁波开K1078/5/8次（宁
波-重庆北）临时停运，旅客需及时
关注列车信息，若有疑问可致电铁路
客服热线021-12306咨询。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上海市人才
服务中心获悉，自 2017 年 7 月 3 日
起，上海市外国人就业证、外国专家
证的延期、补办、变更、注销、年检等
业务将作出调整。原上海市外国人
就业证或外专证延期、补办以及原
外国人就业证应当年检未年检或漏
年检的业务全部转移至新的“外国人
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办理。受理
点由原梅园路77号4楼变更为市、区
人才服务中心及部分功能区业务受
理点。

对已经办理上海市外国人就业
证、外国专家证的信息变更、注销以
及外国人就业证应当年检的业务继续
在老系统中操作。受理点由原梅园路
77号4楼变更为梅园路77号1楼及部
分区人才服务中心业务受理点。

此外，办理外国人短期就业许可
证、外国专家短期邀请函的业务转移
至新的“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
统”办理，具体业务受理材料不变。
若单位无账户，需先进行单位账户注
册及实名认证。受理点由原梅园路
77号4楼变更为梅园路77号1楼及
部分区人才服务中心业务受理点。

市外国人就业证办理今起调整

受理点变更为人才大厦1楼

水害影响上海部分列车运行

今日贵阳方向K112次列车停运
■静安徐汇“露天电影进公园”排片表

静安

徐汇

放映时间 放映地点 影片名称

7月7日 不夜城绿地 虎头要塞——一封没有发出的信

7月8日 静安公园大道 反贪风暴2

7月14日 不夜城绿地 谍战锦屏山

7月15日 静安公园大道 万万没想到

7月21日 不夜城绿地 大会师

7月22日 静安公园大道 宝贝当家

7月28日 不夜城绿地 勇士

7月29日 静安公园大道 湄公河行动

8月4日 不夜城绿地 血色烽烟之出生入死

8月5日 静安公园大道 我不是潘金莲

8月11日 不夜城绿地 绝战

8月12日 静安公园大道 邓小平登黄山

8月18日 不夜城绿地 赏金猎人

8月19日 静安公园大道 夜孔雀

8月25日 不夜城绿地 快手枪手快枪手

8月26日 静安公园大道 谁的青春不迷茫

放映时间 放映地点 影片名称

7月7日 襄阳公园 东江密林之复仇

7月14日 襄阳公园 东江密林之对手

7月21日 襄阳公园 东江密林之断尾

7月28日 襄阳公园 英嫂

8月4日 襄阳公园 刑侦队

8月11日 襄阳公园 绝杀行动

8月18日 襄阳公园 决战黎明

8月25日 襄阳公园 绝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