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小市值风格基金，景
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基金通
过自上而下的研究宏观产业政
策，发现行业需求趋势，挖掘被低
估的细分行业成长龙头， 并在价
格高估时卖出， 从而获得超额收
益。2015年创业板牛市行情中，
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基金

曾获得当年的股基业绩亚军。
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

基金经理李孟海认为，今年一季度
市场风格出现明显切换，成长行业
备受关注，通过精选具备业绩增长
确定性的公司，可以取得超额收益，
从而引发市场资金重新流入中小
创成长行业。 经济信息

成长风格基金赚钱效应凸显
景顺长城中小创精选业绩居前

人物
康莱德马尔代夫港丽岛酒店

近日宣布， 将于今年年底前开放
据信世界上首个水下别墅。

这处水下住宅造价1500万美
元（约合9400万元人民币），名为
Muraka，是海平面以上空间及专
为在水下睡觉设计的两层结构混
合体。它的水下部分包括一张特大
双人床、客厅、浴室和通往上层客厅
的螺旋状楼梯。水下卧室位于海平
面以下约5米处。 现阶段建筑的整
体结构已经安放到海底。英国《每
日邮报》18日刊登的图片显示，将
来入住其中， 客人不仅能够透过
大片玻璃窗全方位欣赏印度洋海
底美景，还能“与鱼共眠”。Mura-
ka可同时接待最多9位客人，定于
今年年底前开张。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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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出窗”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1380号
航班搭载144名乘客和5名机组
人员，17日上午从纽约起飞，前
往达拉斯市， 原定飞行时间大
约3小时。

多名乘客描述， 起飞后大
约20分钟， 左翼发动机发出一
声巨响， 随即一扇舷窗遭物体
击破，客舱内急速失压，座位上
方的氧气面罩立刻落下。“我听
见一声巨响。大约5秒后，全部
氧气面罩落下。我立即知道事情
不妙，” 乘客马蒂·马丁内斯说，
“所有人惊慌失措，大声尖叫。”

当时飞行高度大约为3.25
万英尺（约9900米），一名女乘
客部分身体遭吸出舷窗。“她腰
部以上都在飞机外面。”乘客埃
里克·兹尔波特说，“几个勇敢
的男士把她从窗口拉回来，然
后给她做人工呼吸。”

马丁内斯说， 救回那名女
子后， 一些乘客试图用衣服堵
住破损舷窗， 但它们也被吸了
出去。

险情发生大约20分钟后，
飞机紧急降落在费城机场。

一名乘客在这次事件中遇
难，7名乘客受轻伤。

美联社和英国《每日邮报》
报道， 遇难乘客就是那名险遭
吸出飞机的女子， 名为珍妮
弗·里尔登，43岁，美国人，是美
国富国银行高层管理人员。

这是2009年2月以来美国
民航业首次发生人员伤亡飞行
安全事故。

金属疲劳

客机降落后拍摄的视频和
照片显示，这架波音737—700
型飞机的两个发动机中， 左翼
发动机破损严重， 相当大一部
分外壳脱落，一片桨叶缺失。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
初步调查显示，一片桨叶脱落。
这一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
沃特在记者会上说， 叶片与转
轴结合部有金属疲劳迹象。

“我们（对金属疲劳）非常
忧虑，”萨姆沃特说，“需要设立
妥善的检查机制， 以防发生灾
难性事件。”

他说， 一片脱落的发动机
外壳在距离费城大约110公里
的地面被寻获。

美联社援引国家运输安全
委员会前成员约翰·戈利亚的
话报道，按照设计，这款发动机
发生叶片脱落后， 碎片不应击
破发动机外壳。但是，17日的事
故显示， 这一设计没有起到应
有作用，“这将是国家运输安全
委员会的调查重点”。

已有先例

波音737是全球最受欢迎、
服役数量最多的客机之一。这
台发动机的型号为CFM56，是
737系列客机最常配备的发动
机之一， 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
和法国赛峰集团合资的CFM
国际公司制造。

2016年8月27日， 西南航
空公司另一架波音737客机的
一台CFM56在飞行中发生类
似险情，一片桨叶脱落，击破左
翼、机身和尾翼。客机紧急降落
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 调查
人员也发现金属疲劳迹象。

次年， 美国联邦航空局建
议空运企业对同类型发动机叶
片做超声波探伤检查。

西南航空公司17日说，将
加快速度， 预计30天内完成对
全部相关发动机的检查。CFM
国际公司发表声明，说CFM56
发动机1997年投入使用以来，
保持“优秀的安全和可靠性记
录”。 ■据新华社

险情发生后，女机长塔米·乔·舒尔茨沉着应对，操
纵飞机安全降落，受到称赞。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架飞机在5分钟出头
的时间内急速下降大约2.17万英尺（约6600米）。录音
对话显示， 舒尔茨冷静地告诉地面控制人员：“飞机的
一部分不见了。”

一名乘客夸奖舒尔茨“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另一
名乘客说：“她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为这名女士鼓掌。她
太了不起了。”

舒尔特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是首批驾驶F—18型战
机的女飞行员之一，还担任过飞行教官。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浏
阳市山田乡喻佳采石场等 17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
2018年 3月 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1526.71万元。 该
资产包中的债务人分布在湖南省娄底、浏阳、南县等地。该资
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
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宋方 联系电话：0731-84129650

��������电子邮件：so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288 号金色
地标大厦 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4138788
��������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huip-
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8年 4月 20日

资产处置公告单

在婴幼儿喂养中， 胃肠道
舒适性对婴幼儿健康非常重
要。4月4日，由中国营养学会妇
幼营养分会主办、 君乐宝乳业
集团支持的“婴幼儿胃肠道舒
适性促进策略研讨会” 在扬州
召开。 专家对君乐宝舒适成长
系列奶粉配方设计进行了分析
研讨， 对君乐宝奶粉在促进婴
幼儿胃肠道舒适性方面的努力

表示肯定， 并就下一步为宝宝
更加舒适成长的研究发展和创
新思路展开了热烈讨论。

研讨会由中国营养学会妇
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南京医
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保健
学系主任汪之顼教授主持。

在研讨会上， 中国营养学
会妇幼营养分会委员、 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儿保科主任衣明纪

教授报告了“婴幼儿常见功能性
胃肠病及防治策略 ”； 爱尔兰
Kerry集团刘彬跃介绍了“乳蛋白
水解技术在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
中的研究与应用进展”；君乐宝乳
业集团副总裁、 研发中心总经理
朱宏介绍了君乐宝奶粉在配方研
发设计中对促进婴幼儿胃肠道舒
适性的研究与应用。

经济信息

美遇险班机一乘客险遭吸出客舱
多人奋力施救拉回客舱，但仍未幸免于难 金属疲劳或为肇因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4月17日说， 发动机部
件金属疲劳可能是当天一架航班空中遇险的原因。

根据乘客的描述，一名女乘客遭吸出破损的舷窗，
多人奋力施救，把她拉回客舱。

英雄机长

首个水下别墅年内开张

4月17日，在美国费城国际机场，迫降的客机停在跑道上。 新华社 图

为了宝宝舒适成长
专家齐聚扬州探讨婴幼儿胃肠道舒适性促进策略

4月17日，在美国费城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检查迫降客机的故障
引擎。 新华社 图

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4月19日宣布，57岁的迪
亚斯-卡内尔当选古巴新一届国
务委员会主席，接替劳尔·卡斯特
罗，成为古巴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他也是第一位1959年古巴革命
胜利后出生的古巴领导人。

迪亚斯-卡内尔1960年4月
20日出生于古巴中部比亚克拉拉
省普拉塞塔斯市。1982年，他从拉
斯维亚斯中央大学毕业， 成为电
子工程师， 随后在古巴革命武装
力量服役。退役后，他回母校任教。
1993年，他投身于党的工作，一年
后被选为古共比亚克拉拉省委第
一书记，2003年担任奥尔金省委第
一书记，同年当选古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他于2009年出任高等教育部
部长，2013年当选国务委员会第一副
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2013年
和2015年他曾两次访问中国。

迪亚斯-卡内尔当选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