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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反洗钱法》颁布十周年，浦银安盛基金全面推进反洗钱工作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
颁布实施十周年，这部法律对预
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
制洗钱犯罪及其相关犯罪，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
打击洗钱的重拳力度日益加大，
各类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到反
洗钱队伍中。浦银安盛基金近
年来按照国家反洗钱法律法规，
积极履行反洗钱义务，做好对客
户身份的识别、资料的保存和可
疑交易的报告以及反洗钱的宣
传和培训等工作，预防和打击了
通过基金业务进行的洗钱和其
他严重犯罪活动，对金融秩序的
维护起到良好作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
益，浦银安盛基金在反洗钱的投
资者教育方面也不遗余力。在

公司官方网站专门开辟了独立
的反洗钱专题页面，一方面向广
大投资者普及国内外反洗钱的
各项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介绍
我国反洗钱的动态，让投资者更
好地了解国内反洗钱的新形
势。除此之外，浦银安盛基金还
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工
具进行宣传，在微信公众号上开
辟反洗钱宣传和知识问答，以网
站和新媒体共同发力的态势，全
面推进反洗钱工作。

洗钱就是通过隐瞒、掩饰
非法资金的来源和性质，通过
某种手法把它变成看似合法资
金的行为和过程。主要包括提
供资金账户、协助转换财产形
式、协助转移资金或汇往境外
等。一旦涉及清洗毒品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

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
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
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将构成洗钱罪。
洗钱助长走私、毒品、黑社会、
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等严重犯
罪，是影响正常社会经济秩序
和社会公平竞争的一颗毒瘤，
甚至会影响国家声誉。

浦银安盛方面表示，基金公
司作为金融机构的一员，身处反
洗钱的第一线，有义务也有责任
做好反洗钱工作，维护我国金融
市场的健康环境。未来，公司将
继续加强反洗钱的宣传与普及，
让更多投资者认识到反洗钱的
重要性。公司在为投资者创造
稳健回报的同时，还将在投资者
教育等方面继续全力投入，积极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建信基金薛玲：A股回归价值投资“漂亮50”持续行情值得期待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

日，上证 50 指数年内涨幅达
22.16%，领跑市场主流指数。而临
近年底时点，市场风格是否会在跨

年发生切换再度引发市场热议。
建信上证50ETF拟任基金经理薛
玲表示，站在2017年底，尽管A股
市场依然面临挑战、投资者心态依

然偏谨慎，A股市场将更注重价值
投资，蓝筹龙头个股作为中国经济
发展的重要力量，具备可持续的内
生增长前景，未来行情值得期待。

上投摩根核心成长李博：找长期增长的机会追求长期稳定的收益
观察近期的市场，上投摩根

核心成长基金经理李博认为，
市场震荡的过程中，会更加关
注错杀带来的投资机会，只要
公司长期基本面状况没有变，

如果受短期整体市场气氛影响
下跌，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买
入机会。据统计发现，截至10
月31日，该产品今年以来净值
增长44.76%，近3年实现累计收

益 126.5%。根据晨星数据，核
心成长基金今年以来、最近 1
年和最近三年在同类股票型基
金中排名分别为 11/595、21/
570、5/270。

千里挑一，兴全有机增长再获五星大满贯
现如今公募基金产品有4612只，

第三方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或许成为
简化及较为公正筛选基金的重要工
具。目前，七大官方认可的评价机构
三季度评定结果全部出炉，全市场获
得全部五星最高评级的产品仅有五

只，其中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的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再次获得最高评级，已是今年以来第
二次荣获五星大满贯。不仅如此，兴
全基金第十一次蝉联海通证券评选的
股债双五星基金公司，业内仅此一家。

与价值蓝筹共舞 银河沪深300价值业绩出色
今年以来，A股蓝筹一骑绝尘。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1日，今
年 以 来 沪 深 300 指 数 涨 幅 达
27.42%，而价值特征更显著的沪深
300价值指数涨幅高达37.94%。在
此背景下，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
脱颖而出，该基金今年以来涨幅高

达39.75%，在全市场526只被动指
数型基金中，位居第23名。

银河基金认为，该产品是将价
值投资理念指数化的一次创新，
在保留指数基金诸多优点的基础
上，尽可能多地吸收了价值投资
理念的精华。

联储证券创新业务获突破
为响应财政部和证监会等部

门的号召，由联储证券担任推广机
构的仪征技师学院整体迁建PPP项
目ABS产品已于11月2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本次PPP资
产证券化项目为财金2017年55号
文后财政部第二单、江苏省首单

PPP资产证券化项目。
作为一家创新型券商，联储证券

在创新业务上起步早、创新意识强、
团队专业素质扎实，此次产品的发行
充分体现了联储前瞻的战略眼光和
清晰的战略定位，在包括ABS业务在
内的创新性业务上形成后发优势。

银河基金新生代基金经理携新作登场
当前，A股市场存在风格切换，板

块涨跌互现。随着市场的愈发成熟，
价值投资已深入人心。据了解，作为
银河基金新生代基金经理的袁曦，携
新作银河智慧主题混合再次登场。

公开信息显示，袁曦目前管理的
基金共有五只，其中银河蓝筹混合今

年以来收益率为29.95%，位于同类基
金的前10%，在银河新生基金经理当
中表现不俗。袁曦表示，银河智慧主
题混合基金投资于智慧主题相关股
票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是一只真
正意义上专注“智慧”主题投资机会
的产品。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谁说急诊是死亡率最
高的科室？我们科才是啊！在这里
医生不存在救死扶伤的成就感，病人
来一个死一个，一个都治不好。但是
能走进病人的内心，看到病人的临终
前的安宁，我找到了工作的价值。”临
汾路街道社区卫生中心临终关怀医
生黑子明等几位嘉宾，日前登上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 MED 演讲台，从医
生、志愿者、患者的不同角度与医学
生们分享“生与死”的命题。

MED主题演讲是共青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学生联合会承办的品牌
活动，MED 取 medicine、experience、
dedication首字母组成MED，立志代
表医学界向社会发声。此次邀请6
位演讲人，每位进行约20分钟的主
题演讲，以社会与医学为切入点，展
现临床医学、社会医学、医学人文等
不同视角。通过主讲人的亲身经历，

与观众分享其创新和改变世界的决
心和实践，鼓励医学生多角度思考与
全方位发展。

此次“向死而生”主题，就是为了
进一步培养医学生关注社会问题的责
任感，加深同学们对死亡相关社会话
题的理解。在中国，死亡一直是一个
敏感的话题。仿佛谈论死亡便会带来
不幸与灾难，人人避而趋之。如孔子
所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这个普遍
性的人类话题，在中国文化中被神秘
地隐藏了。然而，死亡却又是一个必
要的话题：不谈论死亡就无法理性地
审视人生。甚至可以说，谈论死亡是
思考人生的前提，因为只有当生、死两
个点确立后，人生的整体性才呈现出
来，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才会成为必要。

许多学生表示，医学是最接近生
与死的一个学科，作为医生，从不能
回避生死问题，挽救生命的同时，也
时常经历无力与挫败，我们是最应该
思考如何对待死亡的群体。知死，而
后敬畏生命。

临终关怀医生走进校园与医学生们分享心得

高校医学院演讲聚焦“向死而生”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MED演讲台上，嘉宾与医学生们分享“生与死”的命题。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为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面向高等院校普及禁毒知识，由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
馆、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联合主办
的“拒绝毒品、逐梦青春”禁毒月活动
近日在学校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活动上海海事大学还
协调邀请了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电机
学院、上海建桥学院的团委作为协办
单位，共同组织开展四校“禁毒普法主
题巡展校园行”联展活动，从而将《上
海市禁毒条例》有关明星吸毒、场所涉
毒、网络邮寄贩毒、毒驾等社会热点话
题的法律知识向在校大学生进行普
及，体现毒品预防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开幕式上，临港四校200余名学
生参加并共同宣读禁毒誓词。

禁毒月系列活动注重针对性、教
育性、参与性，由“禁毒普法主题巡
展、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禁毒模拟法
庭演示、禁毒嘉年华互动体验、禁毒
行动万人签名、禁毒主题电影观摩、
禁毒话剧展演”等多个主题组成，将
网络文化、民俗文化、竞技文化等元
素融入活动的体验中，以此丰富禁毒
教育的形式、深化禁毒文化的内涵、
拓展禁毒宣传的外延，增强大学生抵

制毒品，参与禁毒的积极性。
禁毒月系列活动中的“禁毒模拟法

庭”展演，是由上海海事大学启辰实践
团的学生们自导自演，以网络微信涉
毒案件为导入，将禁毒法律知识的内
容融入剧情中，将被动学习转化为主
动参与，以同龄人教育同龄人；将笃行
致知，明德崇法的理念浸润青春。启
辰实践团早在2009年就与上海市禁毒
馆开展合作，多次组织志愿者到禁毒
馆、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禁毒宣传活动，
这些活动赢得了外界的一致好评，并
获得了2010-2011年度上海市禁毒
科普教育馆十佳志愿者团队的荣誉。

校方指出，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增
强同学们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毒品侵
害的意识，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使命感，也是全方位育人的重要
体现。上海海事大学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王海威表示，此次活动是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党的十
九大召开后举办的体现“全员育人、
全方位育人”和“大思政”理念的一次
学校禁毒宣传活动。当前，大学生禁
毒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且迫切，作为高
校将继续加强顶层设计、细致策划，
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继续推出丰
富多彩的活动，为立德树人这一中心
工作贡献力量。

临港四校开展“禁毒普法巡展行”
200余名学生共同宣读禁毒誓词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由民革市委、新纪元教
育集团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举
办的慈善助学活动日前在上海中山
幼儿园举行，“博爱·新纪元”助学基
金“充值”393万元，用于帮助品学兼
优的贵州纳雍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完成高中学业。

在捐赠仪式上，市慈善基金会副
理事长王乐齐表示，“新纪元·博爱”
慈善基金可望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
社会和教育事业的新价值，以及在新
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下的精准帮扶等
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据悉，“博
爱·新纪元”助学基金将主要用于资
助纳雍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高
中学业，三年来受助学生达数百名。

基金助困难学生完成高中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