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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第七届传承家风·金秋敬老节

暨千人亲子徒步活动启动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农历 9 月是传统敬老月。为

了唤醒人们对家和孝道的进一

步认知，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良好社会道德风尚。 即日

起，由信息时报东莞办事处主办

的第七届传承家风·金秋敬老节

暨千人亲子徒步活动正式启动。

届时不仅有老年朋友带来精彩

的风采展示，还有系列家庭亲子

活动，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得

到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 东莞相继出台《东莞市

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推进社区居家养老、发展养老服

务业、加快医养融合、加强老年

教育工作等意见，推进养老福利

服务。

值此敬老月来临之际，信息

时报东莞办事处将举办第七届

传承家风·金秋敬老节暨千人亲

子徒步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活

动旨在把中国孝亲敬老的优良

传统和当今时代需要结合起来，

动员社会各界关心关爱老人，这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进

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的良好社会风尚，增强家庭亲和

力以及对推动东莞精神文明建

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获悉，本次活动将历时

近两个月，主办方安排了一系列

精彩丰富的康体文化活动，有

“东莞十佳幸福家庭”评选活动、

开幕式暨“东莞十佳幸福家庭”

颁奖仪式、 传承家风·金秋敬老

文艺表演、敬您一杯茶、“阖家欢

乐”全家福免费拍、百叟宴、亲子

徒步等等，届时将营造一种浓浓

的敬老、爱老氛围。

今年以来， 许多地方迎来了自

2005年以来的第十五次养老金上调。

与此同时， 作为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

成部分的养老目标基金也进入了快速

扩容阶段。 Wind数据显示，今年二季

度新增养老FOF数量超过了成立以来

的总和，且三季度新增产品不断，如天

弘基金旗下的天弘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FOF于

8月20日开始发行。

此次天弘基金推出的天弘养老

2035三年FOF， 主要为2035年前后退

休，即出生在1970~1980年左右的人群

量身定制，投资策略明晰，其中权益仓

位严格按照用户生命周期进行中枢调

整， 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限定幅度的

动态调整， 同时全市场严选基金进行

投资， 投资者买入后即可享受一站式

投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天弘养老2035三

年FOF的配置策略由天弘基金副总经

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原全国社保专家

熊军带队研发， 采用类似于全国社保

的投资策略。 同时，该基金拥有大数据

辅助的基金动态配置系统、 自主研发

的基金优选体系以及符合中国国情的

不对称幅度设计， 围绕着符合用户生

命周期特点的权益中枢，基于宏观、估

值等因素， 在分层级的基金产品池中

进行资产配置动态调整， 力争实现持

有人利益最大化。

事实上，在创新型养老业务的探索

方面， 天弘基金一直走在行业前列。

2012年10月，天弘基金率先推出了专门

定位于养老理财的基金———天弘安康

颐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现已改名天

弘安康颐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据

Wind统计，截至8月16日，天弘安康颐

养自 2012年 11月成立以来总回报

63.30%，年化收益7.57%，为持有人带来

丰厚回报，也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在

过去的2018年度，该基金同时荣获证券

时报“五年持续回报绝对收益明星基金

奖”与中证报“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

续优胜金牛基金”两大权威奖项。

寮步

200

套人才公寓

实现全入住

今年，寮步为青年人才配套建设的

鼎昊人才公寓， 目前200套以租赁为主

体的人才公寓已经实现全入住。

据悉，寮步人才公寓是面向特定企

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人才对象出租的人

才公寓，属周转性住房，只租不售，户型

以单间为主， 每套面积30~50平方米不

等，配有卫浴、厨房等生活配套设施。

据介绍，寮步人才公寓对寮步优质

企业开放，所有申请、获批入住人才均

享有最长3年的租房补贴，其中。 一类人

才博士、 高级技师或副高级职称以上，

获得寮步镇荣誉称号或奖励的人才，

省、 市创新科研团队带头人， 可享受

1200元/月租房补贴；二类人才硕士、中

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技师、省市创新

科研团队核心成员、 初创企业持股人，

可享受1000元/月租房补贴；三类人才企

业高管或技术骨干、 急需紧缺人才，可

享受800元/月租房补贴。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叶颖

20

家莞企亮相海丝博览会

记者日前从东莞商务局获悉，海丝

博览会 23 日广州开幕， 东莞展区共有

20 多家制造企业参展， 以电子信息产

业、智能制造、智能家居类的产品为主。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首设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展区，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将

以特装形式展现。 该展区主要分成主题

展区、“9+2”城市展区两大部分。

东莞展区将以整体形象展示，展示

主题“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展示“东莞

制造”品牌标识。据悉，东莞展区共有 20

多家制造企业参展， 以电子信息产业、

智能制造、智能家居类的产品为主。 时

下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电子用品如智能

手机

（

vivo

、

oppo

等厂商将携最新款手

机亮相）

、AR/VR 虚拟现实、无人机、机

器人、移动空调、环保洗衣机、自动炒菜

机、扫地机等。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东方基金长期看好债市

随着避险情绪升温，中国债券市场

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香饽饽”。 其中以

固收见长的东方基金旗下多只中长期

纯债基金凭借持续稳健的业绩表现，成

为投资者“债”创佳绩的投资利器。

东方基金成立 15 年来， 逐渐培养

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 投资风格稳定、

投研实力雄厚的固收投研团队，具备严

密有效的投资决策流程、专业的信用债

研究体系和科学的风险控制能力，并逐

渐走出了一条可解释、可持续、可预期

的固收投资之路，长中短期固收业绩表

现均领跑行业。

长安马自达联合《声入人心》

第二季奏响“燃情二重唱”

作为《声入人心》第二季栏目官方

指定座驾，长安马自达“魂动家族”将全

程陪伴演唱成员们燃情演唱，共同奏响

“二重唱”的燃情乐章。

精神与理念上的契合，让长安马自

达与湖南卫视《声入人心》第二季组成

了“神仙组合”，“特色精品车型”亦将搭

档每一位演唱成员实力献唱，演绎出更

多“走心”佳作，《声入人心》第二季继续

震撼上演“二重唱”。 哪些成员能够脱颖

而出？ 长安马自达将与您共同见证。

养老金连续15年上涨

为什么还要买养老目标基金？

【部分活动简介】

活动时间：

10 月 26 日

（周六）

活动地点：

旗峰公园

咨询电话 ：

有兴趣的企业或市民可致电 0769-

22482535 或 18566153096

（段小姐）

了解详情。

【温馨提示】

您辛苦了，敬您一杯茶。

1

、“东莞十佳幸福家庭”评选活动

活动内容 ：

（1）“东莞十佳幸福家

庭”是孝老爱亲、夫妻和美的典范，是持

家有道、明礼诚信的楷模，是邻里友善、

热心助人的表率。 主办方将全城寻找

“东莞十佳幸福家庭”，传播中华民族家

庭美德和现代家庭文明新风。

（2）开幕式当天颁奖，弘扬东莞正

能量。

2

、开幕式及老年人文艺表演

活动内容：

（1）开幕式及“东莞十佳

幸福家庭”颁奖。

（2）面向全市所有老人舞蹈团队进

行召集，选出3~4个歌舞、器乐演奏类节

目参与表演。

3

、敬您一杯茶

活动内容：

（1） 召集近50位孝心儿

女为长者敬茶.

（2） 相关专家现场讲解有关敬老、

爱老方面的知识，弘扬传统文化。

4

、千人亲子徒步

活动内容：

（1） 拟邀请20支以上的

知名企业员工及家属参加，每个团队要

求20人以上。

（2） 面向全市召集近300个家庭参

与。

5

、“阖家欢乐”全家福免费拍

活动内容 ：

景区设置拍摄点，现场

为游客免费拍摄“全家福”。

6

、为老人义诊

活动内容：

由专业机构现场免费为

55周岁以上老人进行常规检查。

7

、百叟宴

活动内容：

邀请100位老人

（男士

60

周岁 、 女士

55

周岁以上 ）

免费品味

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