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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城市中的你，是否一方面向往着山清水秀、环
境优美的自然生活，另一方面又得无奈接受城市生活中雾
霾环绕、资源紧张这个并不完美的现状，也许你想过为环
境做出点什么，但又觉得自身的努力微乎其微…别灰心，
其实你并不孤独，因为正有1000万人与你一起，通过自己
的努力共同改变着世界。

为了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到丰田混合动力双擎
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的优势与便利，一汽丰田于2015
年底将搭载有先进混合动力双擎系统的卡罗拉双擎引

入中国市场，并对其进行优化与调校，使之成为最适合
中国消费者的混合动力车型。凭借先进的丰田混合动
力技术、个性且富有高级感的外观内饰设计，及高功
率、低油耗、低排放的性能优势，再加上亲民的产品价
格，卡罗拉双擎彰显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将打开混合
动力车型在国内的新格局。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当所有人的努力凝聚成一股
不可阻挡的力量时，我们终将改变世界，加入卡罗拉双擎的
行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明天！

也许你不信，这一千万人正改变着世界

近期，央行频频出招变相“加息”。WIND数据显示，
截至2月13日，全市场货币基金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达
3.202%，其中，建信天添益A近期收益较为突出，最新七
日年化收益率为3.674%，万份基金收益达0.9915元。建
信天添益A主要投资于现金、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
银行存款、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等风险较低的货币市
场工具，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稳定收益性等优势，是
投资者闲置资金的“好管家”。

建信天添益A
七日年化收益率3.674%

近日中金所发布公告，宣布放宽期指限仓手数，下调
交易保证金和手续费，标志着股指期货正式迎来松绑。业
内人士指出，此举将有助于恢复期指流动性，降低交易成
本，修复贴水，对于采用市场中性策略的量化对冲基金无

疑是重大利好。目前市面上采用绝对收益目标的对冲策
略基金共有20只，而摘取了冠亚军的是出自同一家基金公
司的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和华泰柏瑞量化对冲，年初至
今收益率分别达到了1.61%和1.58%。

华泰柏瑞两只量化对冲基金包揽同类一二名

今年以来，一批沪港深基金业绩水涨船高，引来大量
资金关注。由于申购较多，甚至已有沪港深基金达到预期
规模，暂停大额申购。目前市场上以“沪港深”命名的基金
共有 60 只，截至 2 月 10 日，今年以来平均净值增长

3.64%。其中，中欧丰泓沪港深以4.93%的净值增长，排名
居前。资料显示，中欧丰泓沪港深基金由中欧基金价值投
资策略组负责人曹名长亲自管理，他所管理的基金任期内
全部实现正收益。

中欧丰泓沪港深年内涨幅4.93% 沪港深主题基金受追捧

鸡年伊始，大盘站上3200点，春季行情是否将延续，
投资者如何寻求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点，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银华惠安拟任基金经理王鑫钢表示，从基本
面角度看债市今年有一定的投资机会，同时，可发挥多重
投资优势，力争分享权益市场收益，提高组合整体收益。
正在发行的银华惠安定开混合基金以债券打底，同时辅
以新股申购和定向增发两大掘金策略，有望为投资者带
来丰厚收益回报。

银华惠安拟任基金经理王鑫钢：
债券叠加一级半市场策略 提高组合收益

3426万善款，惠及5500人次
□记者 章杰

本报讯 昨日，洛阳市慈
善总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
七次会议，会上通报了去年的
慈善救助数据，同时将大病救
助等内容列入了今年救助工
作的重点。会上介绍，去年洛
阳市慈善总会全年募集善款
善物价值 3400 万元，支出
3426 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5500多人次。

2005年3月，洛阳市出现
了慈善超市，自开门之初便为
家庭困难群众服务。该超市位
于涧西区武汉路社区，该“慈善
超市”将辖区爱心居民、商户及
企事业单位捐助的闲置物品及
爱心款统一组织登记管理、定
期公开，并根据物品种类及居

民需求，适时配备棉被、学生用
品、衣服、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有需求的贫困及低保市民凭区
民政局核发的“爱心卡”可到慈
善超市免费领取物品。

这样的模式随后被复制，
并在全市范围内开花，而且救
助方式也更加多样性。

位于西工区金谷园路的
爱心超市，采取“公益银行+
爱心超市”形式，建立融公益、
慈善、服务、救助为一体的社
区慈善爱心机构。在面积10
余平方米的超市里，3层货架
倚墙而立，货架上整齐摆放着
各类物品：小到肥皂盒、毛巾、
牙膏，大到食用油、面粉等。

该超市实行的是志愿服

务积分制度，所有物品通过积
分“明码标价”。社区统一制
作积分册发给救助对象，并将
其日常的志愿服务、义务劳动
量化为积分，根据其参与服务
活动的内容、态度和成效，将
这些善举以积分的形式“存
储”在积分册上，救助对象可
以用存储的积分兑换物品。

参加一次公益活动获得
1至2个积分，根据任务量清
理居民庭院垃圾半天或1天
可记3至7个积分，自愿参加
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并有成
效可记3至5个积分……金谷
园办事处印发的《居民公益性
活动积分暨爱心超市管理办
法》中，对各类公益活动应记

分值均有明确规定。
“目前，伊川县、洛宁县等

也都有了慈善超市。”洛阳市
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
春苑说，今年要求各县市区至
少新建一所以上示范型慈善
超市（社会捐助站），“让慈善
的力量辐射更广，惠及更多的
困难群众。”

今年，爱心扶老助孤、大
病救助、联合助医等依然是主
旋律。据洛阳市慈善总会一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还将设
立“夕阳红”、“小天使”、“大病
医疗”慈善救助基金，重点对
全市70岁以上和14岁以下
的重症患者和住院治疗的其
他大病患者试试救助活动等。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交警
支队车站交警大队获悉，自3月1日
起，将对洛浦路和洛浦西路实行单向
行驶。

据车站大队副大队长訾平洛介
绍，洛浦路及洛浦西路附近学校、医
院、菜市场以及居民小区较多，道路狭
窄且年久失修，尤其是在学生上下学
高峰期间及恶劣天气，极易造成拥堵，

“这种情况不仅给附近居民造成了很
大的困扰和不便，几乎每天也会接到
110报警电话反映道路拥堵的情况。”

经过交通管理部门多次调研考
证，车站交警大队决定调整洛浦路及
洛浦西路通行方式。

具体通行方式调整为洛浦路由西
向东单向通行，洛浦西路第九人民医
院门口至九都路段由南向北单向通
行，洛浦西路第九人民医院门口至凯
旋路段由北向南通行。“过往车辆以后
就不能直接沿洛浦西路从九都路直接
行驶到凯旋路，也不能从凯旋路直接
行驶到九都路。”訾平洛解释说。

据悉，3月1日前，相关部门将在
洛浦路定鼎路口、洛浦西路九都路口、
洛浦西路凯旋路口和洛浦西路第九人
民医院丁字路口安装监控设备，并于
3月1日起开始实施监控。

訾平洛说，3月1日至3月15日，
对违规车辆原则上进行宣传教育，纠
正违规后放行，对违规车辆抓拍后，将
向车主发送提示短信，但暂不予处罚，

“对拒不服从执勤人员管理并无理取
闹的，坚决进行处罚”。

3月15日以后，将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对于违反禁行标志
的机动车辆，将处以罚款100元，记3
分的处罚。希望广大过往司机朋友能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
者从国家统计局洛阳调查队
获悉，2016年，洛阳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CPI）继续低位小
幅上涨，全年 CPI 同比上涨
1.7%，食品类价格仍是影响
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据公布数据显示，与上年
比，2016年洛阳居民消费八
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呈
现五升两平一降格局，其中食
品烟酒类、居住类、生活用品
及服务类、医疗保健类、其他
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衣着
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同比持
平；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平均

上涨3.4％，影响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上涨约1.04个百分
点。食品价格上涨4.2%，其
中，薯类价格上涨23.8%，菜
类价格上涨10.6%，畜肉类价
格上涨11.5%。

交 通 和 通 信 类 下 降
1.9％，影响总指数下降0.21
个百分点。其中，小型汽车价
格下降5.7%，长途汽车票上
涨12.3%，固定电话机价格下
降18.4%。

“从2012年至2016年数
据看，2016年 CPI 同比指数
是5年来第二低的，尽管各月
指数有波动，但基本呈低位平
稳运行态势。”国家统计局洛

阳调查队工作人员分析，
2016年洛阳市居民消费价格
整体运行平稳，但受恶劣天气
频现、物流成本增加和能繁母
猪减少等因素影响，食品中鲜
菜、薯类、猪肉等价格涨幅较
大，食品类仍是推动CPI上涨
的主要因素。

此外，2015年以来的药
价改革带动医药保健品价格
上涨，今年药价调整仍在持续
进行中，部分药品和滋补保健
品价格上涨，影响医疗保健类
价格上升。随着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增
加，社会服务需求增大，带动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

今年，随着煤炭、钢铁、原
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不断
上涨的工业品价格将推高
CPI。但部分农产品价格近两
年在高位运行，存在回落预
期；一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压
力，洛阳市居民消费品价格上
升动力受限。综合各方面因
素，预计2017年洛阳市物价
总水平也将继续保持温和上
涨态势。

链接：CPI，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的缩写，是反映与居民生
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
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
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
要指标。

大病救助、联合助医等被列入今年洛阳慈善救助重点

又讯

家有脑瘫患者请看过来，也许能够帮上忙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

阳市慈善总会获悉，即日起，
家有符合条件脑瘫人员可到
户口所在的县市区慈善（协）
会，申请脑瘫医疗救助了。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慈善
总会与欧美同学基金会签订
协议，由欧美同学会基金会天
使行动项目组通过开展“中华
文化专项基金天使行动——

精准公益医疗扶贫工程”，对
本省0-25周岁、具有肢体残
疾、活动障碍和手术指征的神
经伤残儿童及青少年提供慈
善援助。决定给每个县市区

全免费患者3-5名；给资助型
患者50名，每人将资助手术
费 3000-10000 元。诊疗在
北京指定的医院。（记者 章
杰）

洛浦路和洛浦西路
将实行单向通行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王剑 文
记者 董楠 摄影

去年，洛阳CPI同比上涨1.7%
食品类价格是影响其上涨的主要因素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胥建

民警向车辆发放调整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