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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5日讯 当你在
用美颜相机拍照或用手机银行
理财时， 你的隐私可能正在被
泄露。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
布《100款App个人信息收集
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报告显
示，多达91款App列出的权限
存在涉嫌“越界”，即存在过度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

中消协称，2018年8-10月
开展了App个人信息收集与
隐私政策测评活动，并邀请相

关专家对App的用户协议、隐
私政策进行审核， 综合反映
App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存在
的问题。

报告指出，“位置信息”、
“通讯录信息”和“手机号码”等
三种个人信息是过度收集或使用
个人信息最常见的内容。 其中有
59款App涉嫌过度收集了“位置
信息”， 通讯社交和影音播放类
App收集定位信息的问题更为
突出， 分别有10款和9款App

涉嫌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位置信
息的现象。例如：咪咕视频。

“对于消费者来说，不扫来
历不明的二维码， 不点来历不
明的网页链接， 不安装来历不
明的App。”针对如何保护个人
隐私， 湖南一名App开发技术
人员杨进提醒消费者， 使用
App过程中一旦发现信息泄
露，要留存相关证据，及时向有
关部门投诉举报， 依法主动维
权。 ■记者 杨田风

12月5日，主题为“成长有
你 相伴有你”的国美32周年庆
典活动在北京举行， 海尔集团
副总裁李华刚、A.O. 史密斯集
团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丁
威、欧派家居营销副总裁刘军、
华为大中华区副总裁贺磊、珠
海格力电器总裁助理胡文丰、
TCL集团副总裁王轶、 四川长
虹电器多媒体产业公司总经理
滕光胜、 深圳创维-RGB电子
执行副总裁谢思泉、 海信家电
集团副总裁王云利、 索尼（中
国） 消费电子营业本部副总裁
洪钢、 美的集团国内市场运营

中心总经理王新亮、 深圳安吉
尔饮水产业集团总裁孔那等全
球知名品牌， 作为国美众多战
略合作伙伴的代表，共同见证了
国美32年征程与成绩， 并通力
携手描绘新零售时代的新图谱。
国美零售总裁王俊洲在庆典活
动中表示“在过往的32年历程
中，国美与众多品牌厂商建立了
深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结成
了命运相连、利益攸关、荣辱与
共、唇齿相依的‘生态共同体’。
当下，国美愿与各大品牌厂商携
手，共同为消费升级、民族品牌
成长、人民美好生活而努力。”

在周年庆典当天， 国美零
售高级副总裁李俊涛还公布了
国美周年庆典的钜惠福利政
策，与众多优质品牌厂商联合巨
献，严选好货真低价；家电满千返
百，上不封顶；家电以旧换新，最
高补贴500元；还可参与国美“万
人组团拼底价”活动等。

如今， 国美已从家电零售
商向“家·生活”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转变， 从商品经营向用
户经营转变， 从零售商向服务
商转变。 让服务成为用户选择
国美的理由， 这也将成为国美
始终奉行的准则。 经济信息

本报12月5日讯 张家界
昨日举行2018“冬游张家界 嗨
动全世界” 冬季旅游营销系列
活动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2018
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
的三个月时间， 张家界市将推
出十大主题活动和冬季票价优
惠政策。

本次冬季票价优惠政策期
间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
2月28日（春节期间2月4日-10
日除外），武陵源核心景区普通
门票为每人次115元，优惠门票
为每人次58元； 天门山景区内

交通运输工具（指含索道、环保
车、上段扶梯）冬季票价优惠标
准为每人次163元； 大峡谷景区
冬季门票优惠标准为每人次78
元；宝峰湖景区及环保车、朝阳地
缝景区、九天洞景区、茅岩河平湖
游、大峡谷玻璃桥、杨家界索道、
十里画廊观光电车等景区及交
通工具冬季门票优惠价格在原
普通票价的基础上实行下浮
20%的优惠。此外，武陵源核心
景区春节期间（2月4日—10日）
继续执行冬季门票优惠价格。

张家界市副市长欧阳斌在

发布会上介绍，“冬游张家界”
活动是惠及1000多万人次中
外游客的超大型旅游文化盛
会， 也将是拉动100亿以上旅
游文化消费， 让100多万旅游
从业人员和山区群众受益，此
举有利于塑造张家界和湖南省
旅游目的地新形象， 提升国际
竞争力。”

据悉，经过2016、2017连续
两年冬季旅游的成功实践，张
家界“冬游张家界”已经成为蜚
声中外的世界旅游文化品牌。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新涛

本报12月5日讯 今日上午，
“2018中部（长沙）进口博览会”
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
博览会将持续四天， 共有超过47
个国家的400多家企业参展，展
出产品涵盖家具用品、家电数码、
食品酒水、运动休闲、平行进口汽
车、旅游服务、服务贸易等品类。
期间还将举办签约仪式、 进口贸
易论坛、连锁商超采购对接会、中
外护肤彩妆采购对接会、 母婴产
品采购对接会等专题活动。

长沙市民不出国门
即可“逛遍全球”

上午9点30分，家住长沙市开
福区通泰街的毛女士就早早地来
到了现场， 她说小区里的居民基
本都是组团而来。“很多人一年会
出国旅游一两次， 但主要目的不
是购物而是旅游。不过，如果能在
国内方便地买到进口商品， 当然
更好。”

“你看这有越南咖啡、法国的
葡萄酒、俄罗斯巧克力，价格也实
惠。”市民黄先生手举着一款进口
巧克力说，“同一个品种网上卖30多
元，这里只要20元，而且还保证正宗，
更多商品是网上购买不到的。”

记者在近2.6万平方米的展
会现场看到， 共有来自塔吉克斯
坦、孟加拉、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上千种进口商品， 涵盖
日用百货、休闲食品、个护美妆、
母婴用品、酒水饮料、箱包、生鲜、
家电等品类， 市民不出国门即可
“逛遍全球”。

此次展卖的所有产品来自海
外直采，推出很多优惠政策，部分
商品的价格低至市场价五折甚至
五折以下， 让消费者能买到物美
价廉的进口货。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需要通过合
理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引进先进产品， 来提升和助推企
业的创新发展能力， 促进国内产

业的升级换代， 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举办应运而生。

对标刚在上海落幕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对标刚刚在上海落幕的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长沙进博会将
搭建中部进口贸易“交流、合作、
贸易、体验”一站式平台，通过两
年培育， 打造中部地区永不落幕
的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创建
世界产品进入中国中部市场的便
捷通道，为国内经营者、投资者提
供丰富的国际产品， 着力推动湖
南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据展会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
示，湖南进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
319 万 美 元 增 长 到 2017 年 的
360.4亿美元，增长1.1万倍，与湖
南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
200多个；2018年前三季度，全省
对美国、 欧盟（28国）、 东盟（10
国）、 韩国贸易额分别同比增长
11.7% 、25.4% 、47% 、52.1%……
在发力开放平台、 不断扩大开放
格局的政策牵引下， 湖南外贸呈
现良好态势。

作为省会城市，长沙市2018
年以来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外
贸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同时， 长沙国际物流体系逐步健
全， 开放平台不断完善。“五定班
列”“五定班轮”、中欧班列、货运
包机、客运航线等水、陆、空立体
化国际物流“大通道”不断拓展，
功能日益彰显， 长沙成为贯彻落
实湖南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重要举措的核心阵地。

长沙进博会作为中部地区首
次专业的进口贸易博览会， 是进
一步建立健全我省开放型平台、自
主举办专业进出口展会的切实行
动，将充分发挥湖南“一带一路”区
位优势，为湖南尤其是长沙进一步
“开放崛起”、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为湖南与海外经贸交往架设新桥
梁，扩大新合作提供绝佳平台。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近日， 由香港中资基金业协
会与彭博联合举办的第四届“离
岸中资基金大奖” 获奖名单正式
揭晓。 凭借着优异的业绩表现和
多元配置的投资理念，上投摩根旗
下三只产品分别斩获三项重量级
大奖。其中，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

置荣获QDII基金类一年期最佳总
收益第三名（除股票的多资产分配
类）， 而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和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则分别夺得
QDII基金类三年期最佳总收益第
一、第二名（除股票的多资产分配
类）。 经济信息

年内债市慢牛已经持续相当
长一段时间， 但在诸多利好刺激
下，牛市行情非但没有降速，反而
在临近年底之时实现了快速攀
升。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经济
下行压力为债券市场继续走强提
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较低的经济
增速也使得央行有望继续维持
“宽货币+宽信用” 的市场环境。
此外，在经济下行，股市震荡的背

景下，投资者风险偏好依然较低，
债基尤其是不参与股市投资的纯
债基金， 依然是稳健投资者的首
选。据悉，固收“老将”东方基金旗
下的绩优基金东方添益债基凭借
年内超8%的净值增长率，获得了
市场广泛关注， 基金份额年内实
现爆发式增长， 成为投资者刚性
配置需求首选。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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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部（长沙）进口博览会开幕 超过47个国家的400多家企业参展

100款App测评“检阅”
九成“越界”收集用户信息

冬游张家界票价下浮20%���十大主题活动等你来嗨

严选好货真低价 国美携手大牌共“庆生”

多重因素利好债牛格局
东方添益债基成刚性配置需求首选

上投摩根斩获2018离岸中资基金三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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