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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中欧基金水滴养老荣登“2018中国智能投顾新锐榜”
由证券时报主办的“2018中国AI金融

探路者峰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先锋榜
颁奖典礼”日前举行，中欧基金及子公司中
欧钱滚滚联合推出的水滴养老智投服务荣
登“2018年中国智能投顾新锐榜”。

9月10日，中欧预见养老2035三年持
有（FOF）正式起售，成为国内首只2035目

标日期基金。
中欧基金副总经理许欣表示，养老投资

具有长期属性，基金管理人不仅要坚持做好
投资业绩，还要从“产品、账户、场景、服务”四
大核心要素上入手，力求为投资者提供高质
量的养老投资服务，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养
老投资理念，培养良好的养老投资习惯。

科技赋能理财新时代 招商基金荣获“中国金融科技先锋榜”两项大奖
9月7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2018中

国AI金融探路者峰会暨第二届中国金融科
技先锋榜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招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荣登“2018 中国 AI 金
融先锋榜”以及“2018年中国智能投顾新
锐榜”。

招商基金互联网金融发展部负责人介
绍，招商基金“量子智投”由招商基金专属
智投团队历经三年时间精心打磨而成，覆
盖权益、量化、固收等多个领域，成员专长
涵盖大盘择时、量化选股、智能算法、低风
险策略开发等。

瞄准中证500布局良机 财通量化核心优选结募在即
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场经历动荡调整。

与此同时，包括外资、社保在内的众多机构投资
者却在逆市入场，加速中证500的低位布局。
不少机构认为，中证500指数向下空间不大，向
上又具备较好的弹性，在当前点位配置中证500

指数较为合适。据了解，财通基金近期发行的
新产品——财通量化核心优选便是以中证500
为主要对标指数，在此基础上将通过量化投资
模型力争创造超额回报，该产品将于9月12日
结募，受到较多“聪明资金”的关注。

东方红核心优选一年定开混合基金9月11日起发行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9月5日

公告称，东方红核心优选一年定开混合基
金9月11日至25日发行，认购资金起点为
1000元。该基金为偏债混合型基金，股票
资产占比不超过30%，采取一年定期开放
运作形式，旨在把握中长期投资机遇。

东方红核心优选定开混合基金以定期
开放方式运作，每个封闭期为一年，封闭期
与开放期交替循环，每个封闭期结束后进
入开放期，每个开放期原则上不少于5个
工作日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广告 投资有风险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
显著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多，城市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

统计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
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比1978
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
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
比1978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年
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城市数量显著增
加。2017年末，全国城市达661个，
比 1978 年末增加 468 个，增长 2.4
倍。城市人口快速增多，人口集聚
效应更加明显。按户籍人口规模划
分，2017年末，500万人口以上的城
市达到16个，而1978年末只有上海
市一个。

此外，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明显改善。1978年末，我国仅北京
有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23.6公里。
到2017年末，有32个城市开通了轨
道交通，车站 3040 个，运营线路达
149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4484公
里。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实有
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47.7万辆，出
租车95.4万辆，而1978年末全部城
市公共汽（电）车拥有量只有1.7万
辆。

报告还显示，城市人民生活水
平跃上新台阶。2017 年末，全国
城镇就业人员 42462 万人，比 1978
年 末 增 加 32948 万 人 ，增 长 3.5
倍。201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36396 元，比 1978 年实际增
长14.4倍。

据新华社电

近日，部分品牌长租公寓被曝出
甲醛等空气污染物超标，有用户直指
装修污染是对住户健康造成威胁的

“元凶”。这已不是长租公寓第一次
深陷“甲醛门”。如今，长租公寓因其
装修时尚、换房方便等优势受到市场
青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长租公
寓在光鲜的外表下，却存在着不容忽
视的装修污染问题，亟待行业内部出
台统一规范。

污染超标检测还造假
今年7月，刚毕业的小伍（化名）

和同学一起在上海市闵行区租了一
套由某品牌新装修的两室一厅公
寓。入住不久，小伍和同学出现了喉
咙发干、皮肤过敏起疹等症状。经权
威鉴定机构检测，该出租房内甲醛浓
度达每立方米0.12mg，超过我国《民
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规定的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不得超
过每立方米0.08mg的标准。

无独有偶，去年5月，还未毕业
的小赵（化名）在北京找房时，也遇到
了一户刚装修完不到一周的“甲醛
房”。“我看房时就对污染心里有数，
因为一进房子就有很大味道。但我
准备 7 月毕业后再住，也就没太在
意。”没想到两个月后，房间味道依
旧，因此小赵要求长租公寓出租方对
房子进行检测。

在接下来的短短一个月内，小赵
的房子经过了三次检测。第一次测
出的甲醛浓度高达每立方米0.33mg，
是国家标准的4倍多。在小赵的持
续投诉下，长租公寓出租方对房间进
行治理，此后的第二次检测结果达
标，但小赵却发现测试过程中，检测
人员对设备进行了非常规操作，疑似
干扰检测结果。于是，小赵要求进行
第三次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甲醛浓度
为每立方米0.14mg，仍严重超标。

起初，该长租公寓平台并不同意
给小赵退房，称只能补偿他一台空气
净化器。小赵抗议再三，最终对方同
意退房，“但原来的房子很快又租出
去了。我有东西落在那里，后来去找
的时候发现已经有新住户了，前后还
不到一个月。”

房源装修完3天后就上市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长租公寓

的装修成本都很低，以小伍所住的60
平方米的房子为例，装修成本在
20000元左右，该品牌装修人员称，

“涂料最多 1000 多元，地板差不多
2000元，用的三、四十元一平方米最
差的复合地板……家具没听说有什
么品牌，应该是长租公寓平台自己找
工厂做的。”

不仅装修成本低廉，据某品牌公
寓原员工介绍，该品牌公寓的房源装
修完3天后就会上架，且上架前只进
行基础保洁，并无长时间通风处理。
网友“爱吃的懒羊羊”表示，她曾经把
房子租给某品牌公寓，公寓向她要求
90天免租金的装修期。但此后不到20
天，平台就让她多配门禁卡和钥匙，因
为已有租客要入住。小伍向记者证
实，房子装修时她就去看了房，一装修
完就签了合同，多位租住长租公寓的
住户，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情况。

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各地受
某品牌长租公寓“甲醛房”影响的近
两百名住户自发组成了微信维权
群。群友“Salvin”称，他的室友在入
住后被医院诊断出“体内炎症过重”，
他7月中旬就向该品牌公寓投诉甲
醛问题。8月管家联系他们，称能退
近一个月的房租加上换租、体检费，
共计约12000元，“但是这个钱我还
没拿到，他们说必须等所有事情确定
下来，没有问题了才可以退还我房租
以及体检费用。”

责任认定不明，相关监督应跟上
截至2017年底，链家旗下长租

公寓品牌自如已在9座城市受委托
管理50万间房源，管理资产价值超
过6000亿元。成立于2015年的蛋壳
公寓，到2018年也已拥有了10万间
房源。但长租公寓的快速成长和行
业整体规范不完善之间，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

在装修污染问题上，目前对于长
租公寓应该采取怎样的环保标准、使
用什么样的家具和装修材料、装修后
需要空置多久才能出租，行业内并没
有统一的标准。健康受损的租户难
以维权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一是因为
甲醛等污染物对于健康的损伤难以
量化，二是对于这些长租公寓企业究
竟该负何责任也难以厘清。

对于规范的空白，易居研究院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建议，住房
监管部门应适当联合卫生健康、环
保、建材装修等部门积极进行事后
监督，并从当前的纠纷中总结监管
的重点，以形成较系统的监管内容
或指导方案。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改革开放40年，我国服务业快速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

涌现，服务产品从供给稀缺走向相对

丰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报告显示，我国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交通运输邮政能力全球领先。

1978 年至 2017 年，铁路营业里程从

5.2万公里增长到12.7万公里，其中，

高铁营业里程达2.5万公里，占世界

三分之二；公路里程从 89 万公里增

长到 477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

程达13.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电信业迅猛发展。2017年，全国

移动电话用户14.2亿户，移动宽带用

户和手机上网人数分别为 11.3 亿户

和 7.5 亿人，是 2012 年的 4.9 倍和 1.8

倍。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1992

年至 2017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

增长20.3%。2017年，全社会研发投

入 17606 亿元，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R&D 支 出 占 GDP 比 重 上 升 到

2.13%，超过欧盟 15 国平均水平；国

际科技论文总量及被引用量均列世

界第二。

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共

享经济高速发展。2017 年，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2.9%，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

分点；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 4.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7.2%，提供共

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人数约 7000

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71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1 万人。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移动支付加

速普及。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

额 29.2 万亿元，2014 年至 2017 年均

增长29.8%；网上零售额7.2万亿元，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由 2015 年 的

10.8%提高到2017年的15%。移动支

付迅速风靡全国，2017年，使用手机

支付的网民规模达5.27亿人，较2012

年增加4.72亿人。

据新华社电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8.1亿人
全国城市达661个 500万人口以上城市达16个

我国手机支付网民规模达5.27亿人

部分长租公寓装修污染调查

装修仅花两万元 装完3天即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