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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万元！
株洲开出食药违法巨额罚单

本报 11月 21日讯 记
者从20日召开的株洲县食品
药品安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今年1-10月，株洲县食
药监部门共立案查处各类食
品及食品相关案件108起，罚
款107.36万元， 涉嫌犯罪移
送公安的案件1起。其中对一
家食品有限公司制售不合格
食品处以97万余元的“天价”
罚款， 创该县食品案件处罚
额度之最。

去年9月初，株洲县某食
品公司从一水产公司购进原
材料小鱼仔 2910公斤，于
2016年9月14日、9月16日生
产辣百分鱼仔 （风味鱼制
品）、辣百分鱼仔（泡椒味）、

辣百分鱼仔（劲辣味）、辣百
分鱼仔（糖醋味）共528件。产
品全部售出， 货值总金额
97680元，获利2640元。

虽然事后经过排查，确
定是食品原料小鱼仔镉含量
超标， 但当事人在采购食品
原料时没有严格把关， 没有
要求提供原料检测报告或自
行检测， 且生产的食品已经
全部售出，无法召回，存在过
错。 株洲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向当事人下达
了责令改正书， 责令暂停生
产经营， 同时要召回下架不
合格食品。根据相关法律，没
收其违法所得2640元，罚款
976800元。

记者还了解到，株洲县
在开展网络食品“清网”行
动中，查办了“美团外卖”等
两起网络订餐违法案件。

今年5月， 株洲县食品
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接到群众举报，称有部分无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商家通过“美团”网
络配送平台提供餐饮服务。

据调查， 株洲创智物流
有限公司今年3月办理了“营
业执照”，同月取得了“美团外

卖”株洲县配送服务资格，后在株
洲县开展“美团外卖”推广、招揽
商家入驻“美团外卖”。当事人在
招揽商家入驻“美团外卖”网络服
务平台时，没有严格审查入驻商
家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 致使未取得相关证照的4
家餐饮服务单位进驻。根据相关
规定，株洲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责令该公司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并罚款6000元。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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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揽无证无照商家入驻“美团外卖”遭罚

基金资讯

据悉， 作为一只偏股混合型基
金， 长城优化升级基金股票投资占
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60%—95%，
其中以不低于80%的股票资产投资
于优化升级企业。 长城优化升级基
金基金经理郑帮强表示， 优化升级
是国家、 社会、 企业发展的永恒主
题。 受益于今年证券市场的震荡上

行和基金经理通过多角度对个股的精
挑细选，长城优化升级基金今年以来业
绩亮眼。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11
月10日， 今年以来长城优化升级基金
净值增长率为30.47%，位居同类504只
基金前1/4。该基金成立以来的总回报
率高达130.47%， 大幅超越同期沪深
300指数58.39%的涨幅。 ■黄文成

长城基金邀您投资优化升级享美好生活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传统产业升
级和新兴产业成长带来新的投资机
会，行业基金成为了基金公司布局的
一大趋势。据悉，嘉实基金旗下又一
只行业股票基金———嘉实医药健康
基金正在发行，而将港股通标的纳入
投资范围是该基金一大亮点。Wind
数据显示，截至11月14日，嘉实新消

费、嘉实环保低碳、嘉实物流产业、嘉实
智能汽车、嘉实农业产业、嘉实文体娱
乐、嘉实医疗保健、嘉实前沿科技、嘉实
新能源新材料等9只行业基金今年以来
净值增长率全部超过15%，其中，嘉实
环 保低 碳 今 年 来 净 值 增 长 率 为
38.54%， 嘉实新消费今年以来净值增
长率更是高达47.10%。 ■黄文成

嘉实医药健康基金正在发行

今年以来，A股市场呈现出震荡
上行态势，结构性显著，板块轮动频
现。 景顺长城基金经理刘苏表示，目
前A股市场仍未看到整体性行情的机
会，但重业绩的风格还会持续，盈利
下滑和估值风险不大，对应市场系统
性风险也不大。 他同时建议投资者，

在震荡市应以精选个股为主，重点寻找
由优质企业的业绩增长推动股价上涨
的结构性机会。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14日，刘苏
目前管理的景顺长城动力平衡基金今
年以来净值增长33.17%，在25个股债平
衡型混合基金中排名第4。 ■黄文成

景顺长城基金刘苏：重业绩的市场风格仍将持续

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行业分化
严重，市场热点分散，在多变的市场
环境下， 获取稳健回报成为当前投
资的最大诉求。记者了解到，华夏基
金近日重磅推出华夏睿磐泰茂混合
基金， 该基金采用国际先进的风险
均衡策略，通过合理分散风险配置，
动态调整组合股票与债券仓位，力
求有效控制风险， 实现基金资产长
期持续增值， 带着投资者全新投资

体验。 目前已有众多国内知名的商业
银行和保险公司委托华夏基金开展风
险均衡策略投资。今年，华夏基金先后
推出了2只风险均衡策略公募基金，为
普通投资者提供低门槛分享智能资产
配置的机会，2只产品成立以来运作情
况稳定，且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成效。华
夏睿磐泰茂是华夏基金与磐安公司合
作，基于风险均衡策略推出的第3只公
募基金。 ■黄文成

华夏睿磐泰茂开启全新投资体验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 创业板近
期有所回暖， 其投资价值也开始逐
渐重获市场关注。数据显示，自7月
18日见底至11月17日， 创业板指累
计回升10.71%。在此背景下，工银瑞
信适机布局跟踪创业板指数的ETF
新品———工银瑞信创业板ETF（基
金代码：159958）， 该基金募集时间

为11月21日至12月8日，为投资者一揽
子投资创业板龙头公司提供低成本、高
效率的工具。据了解，工银瑞信创业板
ETF采用完全复制策略紧密跟踪创业
板指数，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票的
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
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票及其权重的
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黄文成

被动产品布局“再下一城” 工银瑞信推出创业板ETF

本报 11月21日讯
11月20日， 吉首市公安
局红旗门派出所成功破
获一系列盗窃轿车内财
物案，刑事拘留1人。

今年10月以来，红
旗门派出所多次接到群
众报警称： 停放在城区
的多辆轿车被盗窃财
物。接警后，该所高度重
视， 立即组织警力全力
展开侦查。 通过调取多
个案发地的监控视频资
料， 民警很快锁定了一
名重点嫌疑男子， 经过
甄别体貌特征后认定为
同一名作案嫌疑人。随
后， 民警紧紧围绕该男
子展开调查。很快，民警
发现该男子与一名曾经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的吸毒前科人员有些相
似。 经过反复甄别视频
资料， 民警认定该名吸
毒前科人员有重大嫌
疑。

11月15日上午，民
警集中组织开展对辖区
行业场所的清查行动，在
一家小旅馆的门口当场
抓获一名形迹可疑的男
子， 该男子名叫刘某，41
岁，吉首市人，对其实施
尿检后结果呈阳性，系吸
毒成瘾人员。 经过审讯，
刘某如实交代了其自10
月以来多次在城区派克
中央停车场、军分区停车
场等地盗窃各种未关好
车窗玻璃的轿车的财物，
共盗得手机6部， 以低价
卖出获赃款2000余元，
全部用于注射毒品海洛
因挥霍一空。民警通过多
方核实查证，共破盗窃案
6起。目前，已依法将刘某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通讯员 金丹

案件传真

吉首红旗门派出
所破获系列盗窃
轿车财物案

11月21日，长沙浏阳
河人文风情展厅在芙蓉
区东屯渡街道金科社区
建成开放。该展厅面积约
200平方米， 按照大美浏
阳河、人文浏阳河、文旅
浏阳河和竞渡浏阳河四
个部分展开，展出各种文
献资料、历史图片以及实
物160余件。

徐行 欧阳倩 摄影报道

浏阳河人文风情
展厅建成开放

本报11月21日讯 今
天，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对被告人江天勇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认定江天勇犯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江天勇
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 江天
勇长期受反华势力渗透影
响， 逐渐形成了推翻国家现
行政治制度的思想， 并发布
大量言论攻击、 诋毁政府部
门、 司法机关及国家法律制
度。 江天勇多次赴境外参加
以推翻国家政权为内容的培
训， 向境外反华势力申请炒
作热点案事件的资金支持。
2013年， 江天勇与一些律师
发起成立了“中国保障人权
律师服务团”，通过该平台以
“维权”为幌子，插手、炒作国
内热点案事件。2015年以来，
江天勇针对周世锋颠覆国家
政权案等案件， 通过肆意歪
曲事实、 煽动他人在公共场
所非法聚集滋事、 利用舆论
挑起不明真相的人员仇视政
府等方式， 攻击和诽谤国家
现行政治制度， 煽动他人颠
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
制度，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2016年10月，江天
勇指使谢阳(因涉嫌犯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被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 的妻子陈桂秋编造
了“谢阳在羁押期间遭受酷
刑”的系列文章，在互联网上
进行炒作。 江天勇还将前述
文章及境外网站歪曲事实的
报道大量转发， 并鼓动他人
转发， 煽动民众对现行体制
和司法机关的不满。

法院认为，被告人江天勇
以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
义制度为目的，通过在互联网
上发布文章、接受境外媒体采
访、炒作热点案事件等方式抹
黑国家政权机关，攻击宪法所
确立的制度，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
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公诉机关指控江天勇犯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
名成立。 江天勇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罪行， 并能当庭认
罪、悔罪，具有坦白情节。辩
护人请求对江天勇从轻处罚
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根据江
天勇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
上述判决。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昭菲

江天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审获刑2年
多次赴境外参加“培训”，向反华势力申请资金支持 当庭认罪悔罪，表示服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