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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加博会采购团体进一步扩张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日前， 东莞第十一届加工贸易产

品博览会

（简称 “加博会”）

执行秘书

长陈仲球一行拜访东莞市零售商协会，

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东莞

市零售商协会将发动超过100位采购

商， 到加博会现场观展采购。 截至目

前， 包括欧美工商会将邀约60个国家

200名采购商参会， 东莞市电商联合会

将携手18家电商企业入场等， 国内外

采购团体进一步扩张， 成为加博会重

要采购力量。

东莞市零售商协会会长梁仲华表

示， 协会将组织100家以上专业对口的

会员企业到场进行采购， 同时， 争取

参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论坛”。 据

介绍， 东莞市零售行业协会成立于

2000年， 拥有会员企业130多家。 目

前， 会员门店总数已超过33000间。 东

莞市零售行业协会组织会员企业观展

采购， 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参展企业

销售渠道。

据介绍， 3年来加博会秘书处联合

欧美工商会， 共同打造了促进国际投

资与贸易的系列活动， 帮助超过1500

家广东企业对接国际订单， 开拓国际

市场， 同时吸引超过500名境外企业考

察广东投资环境。

今年， 加博会秘书处再次联手欧

美工商会， 决定在展会期间举办“欧

美市场需求分析暨全球采购商贸易洽

谈会”。 据介绍， 欧美工商会将组织来

自60个国家的约200名采购商与智能、

电子、 时尚等领域的参展企业对接。

为做好现场洽谈对接工作， 现诚征50

家智能、 电子、 时尚等领域的参展企

业与国际采购商对接。

此前， 加博会秘书处办公室与东

莞市电商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 加博会期间， 东莞市电

商联合会将鼓励体系内的1500多家企

业积极观展采购。 在签字仪式上， 加

博会组委会还公布了获得“加博会特

邀电商采购商” 称号18家电商企业名

单。 阿里巴巴1688智慧市场、 京东商

城、 苏宁易购等国内外知名电商企业

名列其中。

据了解， 自2015年实施“1+6” 专

业化展区设置后， 每届加博会均设有

电商和国际物流展区， 邀请知名电商

平台参会采购。 本届加博会， 组委会

更是将与电商平台的合作提升到了战

略合作的高度， 更加注重电商平台的

渠道优势， 加强资源整合， 更好地帮

助企业拓展销售市场。

企石将为782户家庭悬挂“光荣之家”牌匾

企石镇782户家庭将悬挂“光荣之

家”牌匾。 日前，信息时报记者从东莞

企石镇获悉， 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

爱、尊崇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4月9日

下午，企石镇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启动仪式在铁炉坑

村举行。

目前， 企石镇共有782户光荣之

家。 其中烈属1户、因公牺牲军人家庭1

户、退役军人719户、现役军人61户。 据

悉，在今年4月21前，全镇将完成782户

家庭光荣牌悬挂工作， 体现党和政府

对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

对光荣之家的荣誉褒奖。

企石镇表示，接下来，将健全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充分落实优抚安

置政策，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

服务管理保障工作。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叶倩怡 刘颂然 张伟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

鸢”。

时下正直初春，万物复苏，似乎约

上三五好友，带上家人，开着爱车，穿

梭如画山水，才算不辜负这大好春光，

而一辆适合自驾出游的座驾更是踏青

出行的必备。 说到自驾游首选， 那非

SUV莫属了。 SUV有着强劲的动力、出

色的视野、良好的通过性、宽大的乘坐

空间，一直受到自驾朋友们的钟爱。 下

面， 小编就为大家推荐一款主流SUV：

陆风X7劲越。

从设计风格来看， 陆风X7劲越给

人的第一感觉是硬派又不失时尚，前

脸采用了网格状进气格栅， 纹理设计

还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更符合东方

审美中讲究层次感的特点， 同时与犀

利有神的前大灯组融为一体， 视觉横

向效果非常出色； 而悬浮式车顶则为

整车增添了几分帅气， 这也是编者比

较喜欢的一大设计亮点。

陆风X7劲越的内饰简洁且富有层

次感， 半环抱式座舱给人一种强烈的

安全感，清晰的中控大屏、银色哑光饰

条的加入， 让整个内饰氛围充满了豪

华气息， 同时， 它大量采用软搪塑工

艺，提升内饰品质感的同时，展现出这

款车型的诚意。

动力方面， 陆风X7劲越搭载了陆

风-绿劲1.5GTDI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

是江铃集团在福特汽车的支持下研发

而出 ， 最大功率 120kW， 峰值扭矩

250N·M， 且峰值扭矩区间 1500 -

4000rpm，这个表现，在同级车里非常

少见。

对于一台SUV来说， 底盘至关重

要，尤其是出游踏青的时候。陆风X7劲

越充分继承了陆风汽车的越野基因，

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全独立

悬挂结构。 这一结构经过了专业的路

面测试，在通过性、减震性等方面都具

有优异的表现，由此，陆风X7劲越在满

足驾驶者操控需求的同时， 极大保障

了越野性和道路通过性， 让消费者放

心出游。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响应国家汽

车下乡政策， 陆风汽车推出了购车优

惠，其中，陆风X7劲越专享厂家大额补

贴。 在这个清风拂来的季节，如果你也

想带上家人去郊外踏青出游， 不妨现

在赶紧行动， 购置一辆完美的出游座

驾。

不负好时光 适合踏青出游的SUV推荐

港股投资处于蜜月期

天弘港股通精选基金正在发行中

4月8日，恒生指数冲高至30185点，

创下近10个月来新高。 同日，天弘基金

旗下首只港股通基金———天弘港股通

精选通过天弘基金APP、网上直销交易

系统， 及招商证券等其他代销机构正

式发售。

据了解， 天弘港股通精选拟任基

金经理刘国江是全市场少有的仅专注

于港股市场， 且仅专注于一只基金产

品的港股通基金经理。 他表示，港股正

处于蜜月期， 推动港股上涨的接力棒

有望从估值扩张转移到盈利驱动。

中银安康养老基金发行追求养老

资产长期稳健增值

继证监会正式出台《养老目标证

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

》后，在养老投

资工具方面拥有了更多的选项。 作为

首批获批的养老目标基金之一， 中银

安康稳健养老目标一年定开FOF于日

前启动发行。

中银安康养老基金是一只目标风

险型基金， 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仅为

10%-25%。 该基金将通过灵活的大类

资产配置， 在全市场范围内甄选不同

行业、风格、地域等类别的子基金，从

而分散组合风险， 首先追求收益的确

定性和安全性。 值得关注！

天弘基金郭相博：

近期医药投资需把握三条高景气度主线

近期， 医药生物板块延续反弹趋

势。 对于医药板块的投资建议，天弘医

疗健康基金经理郭相博表示， 牢牢把

握住三条主线，第一是创新药主线，包

括相关创新药公司与创新药产业链，

CRO/CMO公司， 第二是自主知识产

权，有进口替代逻辑的医疗设备公司，

第三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剂出口板

块，尤其是注射剂出口。 他表示，这是

今年医药行业景气度较高的三个投资

方向，可能会有超额收益机会。

长跑能力出众

景顺长城权益基金近三年绝对收益高踞行业第二

日前， 权威基金评价机构海通证

券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基金公司权益

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三年期股票

投资能力榜单中

（

2016

年

4

月

1

日到

2019

年

3

月

29

日）

， 景顺长城基金旗下权益

类基金近三年的平均收益率达到

43.16％，股票投资能力在98家公司中排

名第2。 事实上，除了三年期业绩领先

之外，景顺长城最近半年、最近一年、

最近两年、 最近五年各评价区间内的

平均业绩均稳居行业前25%之列。

明星基金经理韩冬燕女士的“投资经”

Wind资讯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主动权益类基金发行数量环比增长

39.29%，募集规模增长了236.09%。 在市

场逐渐回暖的大趋势下，诺安基金发行

一只混合基金———诺安恒鑫混合基金，

重点关注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力求帮

助投资者获取长期的投资回报。 据了

解，该基金将由诺安明星基金经理韩冬

燕女士执掌。 着眼中长期趋势，避免短

期干扰，保持投资的定力，是韩冬燕女

士取得优秀过往业绩，成为明星基金经

理的关键。 未来，在明星基金经理亲自

操刀下，希望诺安恒鑫混合基金可以给

持有人交出一份不错的答卷。

开启旅行新方式，与D-MAX约“惠”春天

近日， 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增

值税税率调整通知。 为了让更多皮卡

消费者享受到国家经济改革的企业发

展红利，江西五十铃积极响应“减税减

费” 政策号召， 已于4月1日起针对D-

MAX全系开启现金优惠政策， 将实实

在在补贴给到所有购车用户， 让消费

者“喜悦一季”。

此次D-MAX推出的史无前例优

惠活动，以“约惠春天，劲享无限”为主

题， 精准指向了新时代皮卡用户的消

费升级需求。 诚意满满的促销政策，大

幅降低购车门槛， 很多人梦想中的高

端皮卡生活方式也变得更加触手可

得，可谓惊喜连连。 作为江西五十铃旗

下的旗舰车型，D-MAX自2013年上市

以来， 在中国皮卡市场树立了口碑标

杆和品牌形象，赢得了广泛市场认可，

更以至高品质在各大越野赛事中屡屡

收获冠军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