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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就要无所顾忌，拒绝一成不变，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趁现在，在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留下专属印记，放肆欢笑，释放自
我。2018年 1月 4日全新东风标致 2008，心
动上市，“都市大玩家” 们，你们的新玩伴
焕新而来。

东风标致 2008 自 2014年投放市场以
来，赢得用户极佳的口碑。 此次，全新 2008
潮流来袭，提供 1.6L和 230THP两款动力选
择，共计 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1.6L手动潮流版售价 89,700元；
1.6L自动潮流版售价 102,700元；
1.6L自动时尚版售价 113,700元；
230THP自动时尚版售价 120,700元；
230THP自动豪华版售价 128,700元。
全新东风标致 2008凭借高颜值外观、

个性十足的“碧玺橙” 车色以及前沿的科
技装备，打造出一片前沿的时尚阵地，汇集
了一群玩有所为的“都市大玩家” 。 他们积
极面对生活，追求各种流行前卫的玩法；他
们渴望成功，愿意突破和挑战；他们认同自
我成就，愿意引导朋友积极置身“玩·全不
同”的玩乐状态，在生活中释放无尽的玩乐
想象。

轻松购车才能放肆玩乐。 全新 2008推
出“全新 2008，首付 1.8 万元起，日供低至
49元，轻松购！ ” 主题促销活动，让你买车

轻松、用车轻松、换车更轻松，即日起至 2
月 28日， 购买全新东风标致 2008享 2年
“0” 息或首付 1.8 万元，日供低至 49 元等
多种金融方案；两年免费基础保养；还有首
付 20%，两年免费焕新的贷款政策。 轻轻松
松把全新 2008开回家。

【心潮造型 高颜外观酷玩到底】

“看脸” 的时代，颜值才是王道。 全新
2008采用标致全新一代设计语言， 包括点
阵式进气格栅、狮眼大灯、狮爪式 LED尾灯
以及钻石切割 17 英寸铝轮辋等标致 SUV
家族式外观设计， 让全新 2008 的颜值飙
升，更显潮流本色。 新潮的时尚外观与一直
备受喜爱的全景天幕玻璃顶完美组合，让
全新 2008由内而外洋溢着潮流范儿，年轻
就是如此不同。

全新 2008 还特别推出全新的 “碧玺
橙” 车色。 这个张扬着青春活力的车色，是
东风标致专为“都市大玩家” 打造的专属
色彩。

【小“T” 大作 放纵玩心“劲”情野】

玩得过瘾源于迅猛的动力。 全新东风
标致 2008 配备 1.6L和 230THP两种动力，

其中 230THP发动机搭载第三代 6 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以更平顺的动力响应，为消费
者提供更优的用车体验。

230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连续 3
年荣获“国际发动机大奖” ，这款 PSA集团
的王牌发动机拥有高性能、低油耗、超平顺
的三大优势。 在动力表现方面，230THP涡
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功率最高可达 100KW，
最大扭矩 230N·M， 优于同排量标杆竞品，
性能甚至可以媲美众多主流的 1.4T发动
机，将小排量 T动力发挥到了极致。

“玩·全不同” 的全新东风标致 2008
不仅有好看的皮囊，还有有趣的灵魂。 相
信小狮子会是都市大玩家的 “最佳拍
档” ，一起拒绝平庸，玩转潮流街区，成为
城市主宰吧！

全新东风标致 2008心动上市
89,700元起 近日，幸福人寿主题

为 “服务实体 转型发
展” 的 2017年中国金融
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凭借在客户服务方
面的出色表现，幸福人寿
荣获“年度优质客户服务
保险公司”奖项。 幸福人
寿陆续推出七大理赔服
务措施，为客户提供舒适
的服务体验。

幸福人寿将沿着价
值转型发展的道路持续
推进，提升自身行业影响
力， 形成自身的品牌价
值。 为此，近日，公司推出
十周年司庆版产品“幸福
鑫悦一生终身年金保险
（分红型）”（以下简称
“鑫悦一生” ）作为 2018
年开门红主打产品。

具体特点如下：
“鑫” 安理得———鑫

悦一生分红
1、领保额：合同生效

后的第 6 个保险单周年
日零时起至第 29个保单
周年日零时，每年领取基
本保额的 20%的年金。2、

领保费：在第十个保单周
年日零时，领取按主险合
同已交保费的 10%作为
关爱金。 3、领一生：合同
生效后的第 30个保险单
周年日零时起，每年领取
基本保额的 40%的年金，
直至终身。

值得一提的是 ，幸
福人寿 “鑫悦一生” 可
搭配 “幸福安盈保年金
保险（万能型）” 产品同
时投保， 以增加产品的
收益。

持盈保泰———安盈
保万能

1、 享复利：“鑫悦一
生” 给付的年金、关爱金
和保单红利都可作为“安
盈保” 的保险费，“安盈
保”账户在每月结算日按
结算利率进行结算，使财
富二次增长，此外该产品
还设有最低保证利率为
年利率 2.5%。 2、可追加：
闲余资金可直接追加进
入万能账户，享受复利计
息。 3、灵活用：可保单贷
款，活钱活用。

幸福人寿 “幸福鑫悦一生终身
年金保险（分红型）” 隆重上市

延续近期连阳势头，9日沪深
股指继续红盘报收。 创业板指数
表现稍弱，逆势小幅收跌。在维持
跌多涨少格局的同时，两市成交明
显萎缩，总量降至4800亿元附近。

上行缺动力，个股跌多涨少

当日上证综指小幅低开，窄
幅震荡， 尾盘收报3413.90点，较
前一交易日涨0.13%。 深证成指
表现略强于沪指， 收报11447.09
点，涨幅为0.57%。中小板指数收
报7749.52点，涨幅为0.39%。创业
板指数表现稍弱，逆势跌0.14%，
收报1803.59点。

沪深两市延续跌多涨少格
局，告跌品种超过1900只。不计
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近40
只个股涨停。 创业板迎来新股N
百华，首日涨幅仍为约44%。

与前一交易日近5600亿元
的总量相比， 沪深两市成交明显
萎缩，分别为2383亿元和2442亿

元，合计降至4800亿元附近。
经过岁末年初的持续反弹之

后，A股继续上行动力不足，板块
和个股走势分化。在这一背景下，
两市股指继续走升， 但出现大部
分个股收跌的情形。

“喝酒吃药”行情再次上演

盘面上， 白酒和医药板块表
现抢眼，再次上演“喝酒吃药”行
情，其中，贵州茅台大涨4.04%，直
逼800元大关，而医药板块中有易
明医药、华森制药、一品红、盘龙
药业、润都股份等5股涨停。

盘后资金流向数据显示，白
酒板块净流入16.8亿元， 医药板
块净流入13.47亿元。两个板块合
计净流入30.27亿元。

大部分行业板块录得跌幅，
不过仅有建材板块跌幅超过1%。
综合类、化肥农药、建筑工程、钢
铁等板块表现相对较弱。

■据新华社、和讯财经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慎峰
日前在调研北京市中关村科
技园区时表示， 把好企业留
在国内、让好企业尽快上市、
让融资者得到更快发展、让
投资者得到更多回报， 应当
成为市场各方努力追求的共
同目标。

张慎峰表示， 经过27年
的改革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
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
步， 但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要求来看， 还存在着诸多
的不适应， 大幅提高市场核
心竞争力的改革已显得迫在
眉睫。下一步，要与时俱进地
提升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的制
度包容性、 市场承载力和国
际竞争力。 ■据新华社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负
责人8日晚间表示，2017年深
交所处分上市公司47家次、
责任人员439人次。

开出103份纪律处分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7年深交所共作出纪
律处分决定书103份，处分上
市公司47家次； 处分债券发
行人7家次， 责任人员17人
次。 处分违规行为覆盖信息
披露、规范运作、证券交易等
各类型， 其中信息披露违规
最为突出，占比超过四成。处
分对象范围拓宽，既包括上市
公司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又包括重组交易对
手方、债券发行人，还涉及中介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等。

严管资本运作乱象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7年深交所着力发挥
纪律处分手段纠偏防过、防
范风险、 保障市场有序运行
的重要作用， 纪律处分工作
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重拳打击严重违规
行为。 公开谴责上市公司20
家次，同比增长逾五成。对未
按期披露财务会计报告、业
绩预告大变脸、 资金占用等
一批市场影响恶劣的违规案
件，予以严肃追责。

二是紧盯严管资本运作
乱象，净化市场环境。持续强
化对“忽悠式”重组、背信失诺
行为的监管力度，对重组标的
公司财务报告不实等7起重
组相关违规案件予以处分。

三是从严惩处违规买卖

股票行为，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对26起违规证券交易的责任人
员予以处分， 规范上市公司有
关股东以及董监高的股票交易
行为。

四是运用惩戒手段， 防范
化解债市风险隐患。 严肃处理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以及未及时
披露重大事项等行为， 维护债
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五是强化中介机构勤勉履
职约束，增强其归位尽责意识。
公开谴责1家会计师事务所，处
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28人次，
处分人数是过去3年之和。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8年深交所将以推进新修订
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落地为契
机，丰富完善纪律处分种类，优
化纪律处分工作程序， 提升违
规处分的针对性、 透明度和公
信力， 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造更加清朗有序的多层次资
本市场环境。 ■据新华社

深交所严打违规，信披处分占四成
2017年处分上市公司47家次，责任人员439人次 处分对象范围拓宽

中证投资指出，在消费升级的影响下，大消费龙头公司优势地位稳
固、马太效应凸显，把握竞争力强的大龙头和细分行业龙头才能够尽享
确定性红利。而具体到A股，大消费领域中的白酒、家电、医药行业这“三
驾马车”，还是最先看好白酒的确定性机会。

医药行业方面，华安证券表示，重磅产品密集问世将成为创新药行
业保持未来持续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未来10年是中国将完成从仿制药
大国向创新药强国转变的重要时期， 创新药将是A股医药行业最重要
的投资机会。

证监会：
把好企业留在国内

连线

延续连阳，成交萎缩

30亿巨资蜂拥两板块

观点 抓稳大消费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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