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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不如它
新蒙迪欧
带您畅享春光暖阳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透过这车
水马龙间， 绿意已悄然爬上枝头，正
是踏春好时节。 此时，一台集智能舒
适、操控性、安全于一身的座驾，自然
成了自驾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伙伴。作
为一款“科技·品位”座驾，福特新蒙
迪欧以其丰富智能配置赢得众多消
费者的喜爱。

新蒙迪欧所搭载的都市精英人
群所崇尚和追求的创新配置，为旅途
增添无限的乐趣和舒适感。 SYNC
车载多媒体通讯娱乐互动系统的配
备带来全新驾控体验；“My� Key 我
的智能钥匙”可以记忆使用特定钥匙
驾驶员的特定信息，智能调节、限制
最高车速、车载音响最高音量等个性
参数；而主动泊车辅助系统则使科技
的炫彩与人性化的光芒交相呼应，打
造尊享、品位的精英生活。

旅行不仅仅是一趟身体上的远
足，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 新蒙迪欧
凭借其领先的配置，不仅给消费者带
来更便捷、舒适、安全的驾驭体验，也
激发都市精英们追求丰富新旅程的
人生态度， 在阳春三月里恣意潇洒，
让驾驶成为一种乐趣。

LG�引爆中国家电奥斯卡 OLED电视 77G6斩获艾普兰大奖
2016 年 3 月 10 日， 在中国家

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简称 AWE）
上， 中国家电艾普兰奖颁奖典礼隆
重召开。 被称为“中国家电奥斯卡”、
“家电产业风向标”的艾普兰奖是国
内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最具公信力
的产品评审表彰活动。 奖项包括“艾
普兰大奖”、“创新奖”、“环保奖”、
“设计奖”等七个专业奖项和一个大
众评审类奖项。 其中，“艾普兰大奖”
要求最为严格，竞争也最为激烈。

作为全球家电领导品牌，LG 在
本次颁奖礼上再次引爆全场成为最
大赢家， 以 6 款明星产品斩获全场
各大重要奖项。 其中 LG� OLED 电
视 77G6 更是凭借超强性能和逆天
颜值一举摘得中国家电行业年度最
高荣誉“艾普兰大奖“，成为唯一获
此殊荣的电视产品。
LG 全球最薄 4K� OLED 电视惊艳
AWE
� � � � LG� G6 一经问世便吸引了业
界高度关注， 该产品隶属 LG 超高
端家电品牌“LG� Signature”玺印
系列，是 LG 最先进、最尖端、最前
沿的科技结晶。 作为玺印系列中的
电视产品， 全新 OLED�电视 G6 无
论从画质还是外观设计上近乎做到
了极致。 其 OLED面板真正实现了

有机像素点自发光， 使每个子像素
能独立控制发光， 因此能够展现纯
粹的色彩， 超越了液晶电视甚至等
离子电视所能呈现的画质极限，为
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视觉享受。

在色彩呈现上，LG� G6 电视搭
载了一种可以同时大幅度提升对比
度和色彩精度的HDR 技术，中文名
为“高动态范围图像”。 HDR 与
OLED 技术的完美结合， 使得电视
的灰暗、明亮色谱、阴影等细节表现
更出色， 可以产生黑得似墨一般的
成像。 此外，LG� G6凭借 10位面板
和 10 位处理能力， 可以实现超过
10 亿种色彩，而“ColorPrime� Pro”

技术能让电视展现无比精致的色彩
与 渐 变 细 节 ， 涵 盖 了 99% 的
DCI-P3色域，将大自然的色彩一网
打尽。

LG� G6 在外观设计上也十分
出众，LG� 将这种独特的设计命名
为 “Picture-On-Glass”（中文译
名：晶幕幻影）。 这项设计的独特在
于将 OLED面板搭载至透明的近似
“水晶幕布”的背板之上，厚度仅为
2.57mm,� 悬空漂浮的幻影感最大
程度的消除了观赏者在观影中会造
成分心的不必要因素。 由于机身极
致纤薄，因此 G6的音箱部分采用了
独立分体设计， 并与高端音响品牌

哈曼卡顿进行合作。 前向条形音箱
系统加配低音炮，使 LG� G6 除了惊
艳的外形之外还能提供清晰细腻、
毫无失真、澎湃有力的出色音效。

如此先进的技术搭配完美的人
性化设计让 LG� G6 在群雄竞逐中
脱颖而出， 凭借其超强性能和逆天
颜值征服了 AWE 全场媒体及消费
者。 作为家电行业的领航者，LG 电
子一直以来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
点，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
力求以更加卓越的家电产品回馈大
众。 相信在未来的家电市场上，LG
电子也将继续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卓
越产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R

今年以来，A股持续低
迷 ， 跌破 3000点后一直在
3000点以下徘徊。有一只基金
“生不逢时”，成立于2008年10
月，当时大盘也徘徊在3000点
之下。如今，几度牛熊，上证综
指跌回3000点以下，其间沪深
300指数只涨了69.51%，但这
只基金的收益是沪深300指数

的四倍， 它就是华夏策略精
选。从长期业绩来看，截至3月
8日， 华夏策略成立以来的总
回报是271.45%， 年化回报达
到了19.47%，同期，沪深300
指数年化上涨7.41%， 和华夏
策略同类型的灵活配置型基
金平均每年收益为11.32%。

■黄文成

基金资讯

李熹遗失大陆居民往来台
湾地区通行证 ， 证件号码 :
T05702463，声明作废。

王跃平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入出境通行证， 证件号码：
G43413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经济信息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万物复
苏的春天，农行常德分行春天行
动综合营销活动正如火如荼地
展开，为客户送去“春意农情”。

农行常德分行及辖内各支
行积极开展“春天行动”走进企
事业单位、 走进三农、 走进楼
盘、走进社区、走进市场和走进
商城的“六走进”活动，实现了
精准服务营销。具体做法是，通
过与市、 县多家企事业单位开
展“一对一”的集中培训与金融
服务活动，将农行好产品“送上
门”；通过在常德农产品博览会
驻点宣传并设立金融服务台，
向市民普及业务知识， 推介农
行产品；通过在市、县多家楼盘
与开发商开展联合售楼营销活
动，用丰富的农行“个贷”产品
服务城乡购房居民； 通过积极
参加尚一网“全国网友春晚”、
常德车友新春会等活动， 拉近
银客距离， 并嵌入创意宣传农
行产品环节； 通过与邵阳商会
等商业协会和专业市场管理方

合作，开展“一对一”的联谊活
动和营销服务， 进一步深化合
作、实现双赢；通过联合常德各
大商城火爆推出常德农行信用
卡“浓情过春节”、“花样美人
节”等系列优惠活动，受到5000
人次客户的参与、热捧和点赞。
此外，农行常德分行将“春”的
温暖与朝气体现在“春天行动”
的每一个服务细节：窗明几净、
精心装扮的网点焕然一新、春
意盎然；全员开启“春天模式”，
农村网点每天提早半小时营
业， 城区网点每天推迟半小时
下班；分支行安排人员下基层、
到网点， 协助做好机具维护和
大堂引导分流工作， 以提高运
营效率;网点落实弹性排班，加
强网点大堂人员、高低柜、个人
客户经理的服务、协作和互补，
以提高服务水平; 同时加大智
慧网点、超级柜台、理财POS的
利用率， 让客户体验的愉悦感
与满意度明显提升， 受到客户
喜爱与好评。 ■潘显璇 彭沙诗

农行常德分行“春天行动”开启
“六走进”实现精准服务营销

去年天弘基金
收益达444亿元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今年央视
“3·15”晚会主题为“共筑消费
新生态”，其实，金融理财作为
与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一
环，也需要不断升级，塑造良好
的理财新生态。 作为国内资产
管理规模最大、 拥有用户数最
多、 最具互联网精神的基金公
司———天弘基金始终坚持客户
利益至上， 提供长期稳健的理
财产品及服务， 并通过领先的
大数据技术， 保护用户资产和
信息的安全性，保障用户权益。
2015年， 天弘基金为用户创造
的收益达到444亿元。 其中，公
募产品实现254亿元的收益，专
项专户产品则创造了190亿元
的收益。 ■黄文成

人机围棋大战，机器人完
胜， 一时引起全世界的“哗
然”。这投射到公募基金界，则
衍生出关于以人工智能为方
式、 量化选股为主策略的基
金，和“人工基本面选股”基金
间的正面PK。

对此泰达宏利基金认为，

量化选股基金作为一种利用
数量化方法选择股票组合、以
计算机程序发出交易指令的
基金品种，有效规避了基金经
理在市场波动下做出的非理
性选择，可以说在回避非系统
性风险、斩获确定性收益上更
为稳妥。 ■黄文成

量化选股基金PK“人工”基金 谁胜？

华夏策略：选股和择时“双轮驱动”

3月15日，A股震荡整理走势分化，创业板指数失守2000点。 新华社 图

在邵阳城步，虫茶是该县的
特色产业，“城步虫茶”因其降血
利尿、解毒消肿等功效而深受市
场欢迎，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
乏资金支持和技术引导，一直没
有形成真正的规模效应。 日前，
“城步虫茶” 生产卫生标准暨产
业发展研讨会在湖南农业大学
召开，湖南农业大学武陵山片区
虫茶研究开发中心与湖南省天

下武陵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起草的“城步虫茶”地方标准正
式进入评审阶段，预计将于今年
上半年正式发布。

据湖南省天下武陵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杨朴介绍，
地方标准出台后能对产业发展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能让“城
步虫茶”真正实现规范化、规模
化的生产。 ■肖祖华

我省将发布“城步虫茶”地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