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连线

Wind数据显示，截至6
月24日，年内共有36只债券
指数基金首发募集780亿
元， 全市场存量规模已超
4400亿元。 其中，6月23日
成立的新晋爆品———工银
瑞信彭博巴克莱国开行债
券1-3年指数基金首发规
模触达募集上限为79.9亿
元，在年内发行的债券指数
基金中排名前三。 至此，工
银瑞信目前所管理的6只债
券指数基金， 合计规模超
300亿元， 被动型债券产品
管理规模快速升至行业第
三。

此次成立的工银彭博
国开债1-3年指数为国内
首批彭博巴克莱国开债指
数基金， 其紧密跟踪的彭
博巴克莱国开行债券1-3
年指数， 是国际主流三大
债券指数之一， 也是世界
范围内最重要的固定收益
参考基准之一， 在编制方
式上更符合国际投资者的
投资习惯。

日前， 证券时报第十五届中
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名单正式揭
晓，融通转型三动力获得三年持续
回报平衡混合型明星基金。2017年
-2019年，融通转型三动力业绩回
报为88%（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上涨
14%），在206只同类基金中位居
第3名（据银河证券）。

融通转型三动力的基金经理
为林清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系统工程硕士，8年证券投资从业
经历，5年投资管理经验，现担任融
通基金研究部TMT组组长。 林清
源对成长股投资颇有心得， 他是
全市场较早发现TWS黑马标的
的，并且敢于重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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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9日讯 吃“地沟油”
伤身，不合格的柴油“伤车”又“伤
环境”。今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
长沙市岳麓区检察院获悉， 在长
沙河西有一家加油站， 为了获取
高额利润购进不合格柴油销售，
嫌疑人徐某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
罪被依法提起公诉。

2019年1月，徐某与人合伙注
册成立湖南东驰铂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不带储
存设施的柴油、汽油经营。徐某表
示，他在当年5月办理了营业执照
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
范围为汽油、柴油，经营方式为不
带储存设施的经营，“公司没有办
理《成品油经营许可证》。” 虽说是
和人合伙， 但公司其他股东并未
出资，也不会按股份分红。注册公
司是为了办理危险化学品级许可
证，实际经营者就是徐某。当年6
月， 徐某就在长沙市高新区雷锋

镇319国道旁一民宅内设置油罐
储存、销售柴油、汽油，还雇人专门
从事油品的购进和销售。

经营期间，徐某发现了一种“赚
钱快”的方法———卖劣质油。2019年
9月，他委托物流车队从山东的炼油
厂购进65吨柴油， 未审核炼油厂的
资质也没有查看检测报告， 在明知
柴油硫含量超标的情况下仍以销售
为目的购进。随后，他又从长沙某中
石化油库购进15吨合格柴油。 共计
80余吨储存在油库内， 准备销售给
某股份企业攸县分公司。

2019年9月25日，长沙警方根
据线索前往徐某经营的油库，查
获柴油81.76�吨、汽油17.1吨。经检
测， 从山东进购的柴油属于不合
格产品， 未销售出去不合格柴油
总价值为490641.76元。被警方查
获时，65吨劣质柴油一滴都未卖
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敬君 李一璇

本报6月29日讯 周某托人
购买20多吨货， 收货时才发现
上当受骗，为了转嫁损失，他把
这批货挂到网上出售。 今日，岳
阳临湘市人民法院通报了这起
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因犯诈骗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2018年5月， 周某请崔某
（另案处理） 帮忙从佛山购买了
20多吨旧PE膜， 支付货款后旧
PE膜被运到了位于河南的指定
地点。周某检查发现，方形旧PE
膜中包裹着大量的垃圾。向派出
所报案未能挽回损失的情况下，

周某与崔某两人决定，将含有大
量垃圾的旧PE膜出售， 转嫁损
失。

崔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
出售旧PE膜的供货信息， 虚构
旧PE膜的杂质、 水等无用成分
占比合格情况。被害人郭某看到
崔某发布的信息后，由股东闵某
前去河南验货。闵某验货只查看
了旧PE膜的外层材料， 双方谈
好购买事宜后， 郭某转账支付
11.1万元货款，周某联系货车将
24吨旧PE膜送往岳阳临湘。

当闵某组织工人将旧PE膜
堆拆开后， 发现除表面可用的

PE膜外， 方形堆中间夹杂着垃
圾，于是报警。案件审理过程中，
周某家属退赔经济损失13万
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周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周某系
初犯，且认罪悔罪，法院决定对
其宣告缓刑，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维权应当通过合
法的途径，不能以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来弥补自身的损失。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周美 龚飞凤

长沙反电诈中心民警翟安介
绍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身份类
诈骗。数据显示，仅6月，长沙市反
电诈中心接报10起此类案件，涉
案金额150余万元。

警方分析10起案件发现，犯
罪嫌疑人通常先伪造或盗用公司
老板QQ、微信，或将财务人员拉
入虚假“公司内部QQ”，设置一系
列仿真办公聊天场景，骗取财务人

员信任，编造支付“合同保证金、业
务款”等理由，并以“不方便接听电
话”为由，通过QQ或微信发布各
种指令，要求财务人员向指定账户
转账汇款，从而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公司财务人员是骗子
实施诈骗的重要对象，财务人员务必
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同时，公司应
完善并严格执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转账等必须经过相应程序审批。

“老板娘”QQ指令汇款，百万元没了
冒充公司领导专骗财务人员 长沙警方6月份相继接报10起此类案件

冒充公司领导诈骗财会
人员， 在QQ群里指令财务
转账……这类骗局早已不是
新鲜事。6月份，长沙市反电
诈中心相继接报10起此类
案件， 多家公司财务上当受

骗。其中，长沙一公司财务人员就被冒充公司“老板娘”的骗子
骗走了101.8万元。

6月29日，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发布了紧急
防骗预警。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翟安

“老板娘”一声指令，会计汇款101.8万元

李红（化名）是长沙某公司一
名财务人员，6月23日下午， 她接
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分公
司的财务，“老板娘”安排他来对接
一笔款项，于是双方互加了QQ好
友。刚聊没多久，李红的QQ收到
一条备注为老板娘名字的好友验
证申请，李红没多想便通过了。

“老板娘”先是询问公司账户上
的余额，然后发来一张96.8万元的银
行转账电子回执单，并告诉李红，她
正在和一家公司谈合作， 但对方公
司已经将钱转到了她的私人账户
里，“‘老板娘’还强调，自己不方便接
听电话， 要我直接联系这家公司的
陈总，跟进签订合同事宜。”

李红按要求与陈总取得联系，

对方声称合同中有条款存在问题，
必须马上修改， 否则中止合作。李
红将情况反馈给“老板娘”，“老板
娘”称没时间修改合同，要李红直
接从公司账上转96.8万元退还给
对方，她回公司后再将私人账户上
的钱转到公司账户上。

接到信息的李红一看，对方的
QQ头像及昵称都和老板娘一致，
提供的合同也确实是公司近期在
执行的项目， 便按要求转账了96.8
万元。没多久，“老板娘”又发来消
息，要其再转5万元至另一个账户。

6月24日上午，李红发现“老板
娘”一直未将钱补进公司账户，赶紧
联系询问，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此
时，骗子已经将李红的QQ拉黑。

仅6月，长沙警方接报10起此类案件

加油站购65吨劣质柴油牟利
还没来得及卖就被抓了

受骗后为转嫁损失诈骗他人
法官：维权应当通过合法途径

融通转型三动力获三年持续回报平衡混合型明星基金

由《证券时报》主办的“第十
五届中国基金业明星基金奖”隆
重揭晓。凭借整体出色的资产管
理能力和拔尖的中长期业绩表
现，鹏华基金一举摘得四大重磅
奖项。尤为可喜的是，继去年获
得三项明星基金产品奖后，鹏华
固收“黄金战队”今年同样收获

颇丰，荣获“固定收益投资明星
基金”公司奖，旗下鹏华丰融定
期开放债券（000345）荣获“五
年持续回报普通债券型明星基
金”。这也是今年继晨星（中国）、
中国证券报后，又一权威评奖机
构给予鹏华固收投资实力的高
度认可。

第十五届“明星基金奖”揭晓，鹏华固收获两项大奖

据悉，中欧创业板两年定开
混合型基金于6月22日获批，并
将于近日公开发行。作为业内首
批获批的4只创新产品之一，中
欧创业板两年定开基金是为创
业板注册制量身定制的战略配
售基金，可以主动选股，可以打

新，可以战略配售，将成为普通
投资者参与创业板改革的利器。

据了解，中欧基金近年来致力
于打造多策略投资精品店， 聚焦
主动管理这一核心竞争力， 注重
基本面研究，坚守长期价值投资，
并取得了长期稳健的业绩回报。

中欧创业板两年定开基金获批发行

工银瑞信彭博国开债
1-3年首发8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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