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4月14日，《中国证券报》主办
的“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
评选结果出炉， 融通基金旗下的
融通债券（161603）获得2018年
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 值得
一提的是， 金牛奖享有中国基金
业“奥斯卡”的美誉，其评奖标准
严格、评奖结果公正，是基金业内
最具公信力的权威奖项之一。

据银河证券数据， 王超管理
的 融 通 债 券 在 2018 年 获 得
12.20%的收益率（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为4.74%），在69只普通债券
型基金（可投转债A类）中位居首
位。王超在去年一季度就看好债券
市场的投资机会，在配置上提升久
期， 配置长久期利率债和高资质
信用债，全年取得优秀的业绩。

据了解，富国基金于4月17日
发行一只投资A股和港股两市的
基金———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成
长精选混合基金 （基金代码：
007139）。值得投资者注意的是，
该基金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的
比例将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彰显了其深度布局港股市
场的意图。富国基金表示，今年以
来，A股相比港股涨势更为凌厉，快
速推高恒生沪深港通AH股溢价，
使得港股性价比凸显， 充裕流动性
预期下，部分“北水”倾向于买入估
值更低的港股市场。

4月14日， 由中国证券报主
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牛
奖评选结果揭晓。天弘基金以卓
越的投资管理能力喜获两项产
品奖，其中，天弘安康颐养混合荣
获五年期开放式混合型持续优胜
金牛基金，天弘中证500指数发起
式荣获2018年度开放式指数型
金牛基金。 这已是天弘基金连续
六年获金牛奖殊荣， 天弘安康颐
养也是二度夺取单项产品奖。

作为普惠金融的践行者和创
新者，天弘基金自2014年至今，每
年在金牛奖评选活动中都有斩获，
囊括公司奖项和单项产品奖项，充
分彰显了公司的综合实力，以及
在投研领域取得的长足进步。

富国新基金剑指港股投资机会金牛奖获奖名单出炉
天弘基金连续六年上榜

融通债券荣获2018�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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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 农行张家界武陵源支
行营业室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案
件，为客户挽回10万元经济损失。

当天下午3点左右，一位聋哑
女客户来到营业大厅， 用手机打
字的方式告诉大堂经理， 她需要
向一账户汇款10万元， 但不知道
怎么操作。 当大堂经理询问客户
是否认识对方时，客户犹犹豫豫，
大堂经理立马判断这可能是一起
诈骗案， 于是将客户带到贵宾室
了解情况。原来，这位客户与不法分

子冒充的外国人是网友，经常在网
上聊天，慢慢地该客户将其当成知
心朋友对待。而对方也是抓住这一
点，以从国外给其寄送礼物为由，要
其向指定账户转账10万元当保证
金。银行工作人员经过解释，最终让
客户放弃了向对方汇款。

近年来，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
频发， 为提升全员防范堵截诈骗
案的能力， 农行张家界武陵源支
行经常组织员工学习防电信诈骗
知识及案例， 让员工时刻保持警

惕，工作中切实做到三凡三必：凡
是给陌生人大额转账， 必须再三
提醒，尽可能选择24小时到账，给
足客户犹豫期； 凡是老人及特殊
人群转账，不论金额大小，必须仔
细询问，在需要的情况下，与其家
属进行再确认； 凡是客户办理开
户及资料修改等业务， 必须提醒
客户如更换手机号码应及时到银
行进行变更。

■梁尚坪 祝珊 潘显璇
经济信息

被告人谢军纠集他人一起
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在衡南县
实施开设赌场、寻衅滋事等犯罪
活动。2018年2月10日， 谢军持
刀刺伤一名被害人， 致其死亡，
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衡阳中院以被告人谢军犯故意
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五万
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
某等人经济损失3.3万元。

本报4月15日讯 “感谢警
方抓获‘渔霸’，我们现在又可以
进行正常的鱼虾交易啦！”今天，
从益阳南县到常德安乡做鱼生
意的张老板很是开心。 如今，地
属洞庭湖湖畔湘鄂边界的常德
安乡县，小鱼小虾市场又出现了
门庭若市的景象，外地商贩再也
不怕有人强迫交易了。

事情要从去年5月说起。当
时，安乡县公安局先后接到多名
本县和外地的鱼商贩报案，他们
遭到刘某文、刘某友、严某兵等
人胁迫，被强行要求签订了一份
《安乡县水产收购销售运行协
议》， 协议中的条款均属霸王条
款。该案引起了安乡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 公安局长任立高度重
视， 指示抽调干警成立专案组，
限期侦破此案。

经安乡县公安局专案组民
警调查，刘某文、刘某友、严某兵
三人“主管”的安乡小鱼小虾交
易市场， 由刘某文负责收鱼、卖

鱼，决定收进、卖出的鱼价，刘某
友负责市场管理，严某兵负责记
账算账，为了控制外来鱼贩擅自
与安乡小鱼贩交易，涉恶团伙成
员以强行收取押金， 甚至跟踪、
巡逻、守候、口头威胁及殴打多
种方式， 多次进行强迫交易，交
易金额达45万元，严重破坏了安
乡小鱼小虾市场的交易秩序。通
过20天缜密侦查、 深度摸排、调
查取证， 锁定主要犯罪嫌疑人，
并于当年6月21日至22日， 抓获
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友、
刘某文、严某兵。

今年3月14日， 安乡县人民
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分别对刘某
文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刘某友判
处有期徒刑1年零3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1万元； 严某兵判处有
期徒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该团伙成员违法所得予
以没收，上缴国库。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贤安

59人获刑！6起涉恶案集中宣判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衡阳已严惩黑恶犯罪分子120人

开赌场、 寻衅滋事，
持刀刺人致死，恶势力团
伙成员被判死刑。4月15
日， 衡阳两级法院对6起
涉恶案件进行集中公开
宣判，59人获刑， 最高死

刑。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衡阳两级法院一审判决认
定为黑恶犯罪案件18件，严惩黑恶犯罪分子共计120人。

捉了“渔霸”，安乡鱼虾市场又“活”了

上诉人贺某某等6人经常纠
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
伤害等犯罪活动，形成了以被告
人伍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
团。被告人贺某某、宋某某、周某
某还实施了帮助他人贩卖毒品的
犯罪活动。 蒸湘区法院以被告人
伍某某犯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

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四年，对其余5名被告
人分别判处二年十个月至一年不
等有期徒刑及相应的罚金。 一审
宣判后， 被告人贺某某不服提出
上诉。衡阳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原
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
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龙科等13人经常纠
集在一起，以开设赌场、“帮人了
难”为主要经济来源，先后实施
了聚众斗殴、抢劫、寻衅滋事、开
设赌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违
法犯罪活动， 形成了以龙科为首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祁东县法院
以被告人龙科犯抢劫罪、 聚众斗
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
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15万
元，对其余12名被告人分别判处
十年至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及
相应的罚金。一审宣判后，被告人
龙科等人提出上诉。 衡阳中院经
审理后认为，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
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恰当，
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军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案

“帮人了难”筹钱，恶势力犯罪集团受审

恶势力集团为恶一方，还帮人贩毒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汤研科 曾芬芬

相关新闻

农行张家界武陵源支行为客户挽回10万元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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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5日讯 遇到交警
查酒驾， 长沙宁乡一男子把7岁女
儿单独丢在车上，跑了，还在水塘里
一躲就是半个小时。他浑身发抖回
到车里时，两名蹲守的民警将他给
逮住了……14日晚上， 宁乡交警
喇叭口中队民警就遇到这样一位
“坑娃”的驾驶员老爸，而孩子看到
民警就哭着说：爸爸喝酒了……

4月14日，宁乡交警喇叭口中
队在金朱公路开展酒驾整治行
动，对过往车辆进行严格盘查。一
名驾驶员发现前方交警盘查后，
将车开进路边一条小路， 而这条

百米小路是个死胡同， 驾驶员熄
火把车停下，跑了，留下7岁的女
儿一个人在车里。 民警开着警车
追了过来，面对询问，小女孩嚎啕
大哭，说：“我爸爸喝了酒……”民
警赶紧安抚小女孩， 并通知孩子
妈妈来接。 其他几位民警打着手
电筒往驾驶员离去的方向追寻，
却没找到驾驶员。“孩子妈妈把小
女孩接走后， 我们把警车也开走
了，留了两名民警蹲守。驾驶员以
为我们都走了，二十多分钟后，身
上湿答答地回到车里。”喇叭口中
队中队长龚可可说。

驾驶员姓胡，今年40岁，当晚
喝了啤酒，因为害怕处罚，丢下女
儿跑了， 以为民警不会追过来。
“胡某说他躲在附近一个半人高
的水塘里，周围都是草，把他挡住
了。由于全身湿透，他实在冻得受
不了就跑回车里了。” 龚可可说。
经检测， 驾驶员胡某酒精含量为
39mg/100ml，已达到酒驾标准。
龚可可介绍， 胡某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将面临驾驶证记12分，罚款
1000～2000元， 暂扣6个月机动
车驾驶证的处罚。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冯胜

真坑娃！路遇交警查酒驾，他竟丢下女儿跑了
7岁小女孩被单独留在车上大哭：爸爸喝酒了

4月15日， 长沙市汉长
沙国考古遗址公园， 施工单
位正在对桃花岭墓园进行环
境整治。 桃花岭汉墓属于汉
代长沙王陵墓群谷山片区汉
墓之一， 环境整治一期工程
范围为桃花岭墓园北部区
域，预计今年底将全部完工。

记者 田超 摄影报道

长沙将添
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