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有基金业“奥斯卡”
之称的中证报金牛奖于 3
月底揭榜，华泰柏瑞基金整
体投资管理能力再获认可，
一举囊括了两项公司奖和
三个产品奖。公司层面，华
泰柏瑞连续两年获评“被动
投资金牛基金公司”，连续

三年获得“量化投资金牛基
金公司”奖项；产品方面，华
泰柏瑞价值增长时隔四年
再夺混合型金牛基金桂冠，
华泰柏瑞季季红蝉联债券
型金牛基金奖项，华泰柏瑞
沪深300ETF则是第六次问
鼎指数型金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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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股市波动较大，基
金受到投资者欢迎。上投
摩根基金公司旗下锦程稳
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 FOF
将于 4 月 7 日起发行，投资
者可通过建设银行、浦发银
行等代销渠道，以及上投摩
根直销中心及官方网站进
行认购。

上投摩根锦程稳健养
老一年持有混合FOF将主
要配置于低风险资产，配置
比例不低于 75%。适合追
求稳健收益，希望能有效降
低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以
及寻找银行理财替代产品
的投资人。

融通基金医药“双雄”业绩领跑

一季度已收官，上证
指数下跌 9.83%。Wind 数
据显示，生物医药行业一
季度逆势翻红，上涨7.85%，
仅 次 于 农 林 牧 渔 行 业 。
融通基金旗下两只医药
基金获得优秀的业绩回
报。据银河证券数据，截

至 3 月 31 日，融通医疗保
健年内业绩回报为 19.90%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上涨
7.22%），在 17 只医药基金
中排名第1；融通健康产业
年内回报为 18.29%，在 493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排
名第5。

建信基金多只指基成定投佳选

市场持续震荡，投资何
以解忧？业内专家表示，股
市短期或仍将持续调整，在
震荡与机会并存的局面下，
基金定投或许是投资的一
剂良方。长期来看，基金定
投可以平均投资成本，避免
投资者追涨杀跌，契合当前

市场环境以及投资需求。
建信基金指数基金产品线
完备，能为投资者提供丰富
优质的长期定投标的选择，
旗下建信中证 500、建信深
证基本面60ETF联接、建信
上证社会责任 ETF 联接等
产品长期回报良好。

兴证全球基金：一步一进益见证时间的力量

近日，公募基金最重要
奖项金牛奖揭晓。今年的
奖项竞逐更为激烈，整体较
往年在总数上有所下降。
最受大家关注的依旧是十
大金牛基金公司，在百余家
公司中位列十佳实属不易，
更别说能够常现榜单的基

金公司。其中，兴证全球基
金（原兴全基金）称得上金
牛基金公司榜单“常客”，在
第十七届金牛奖评选中再
次获得金牛基金公司称号，
以累计11座金牛公司奖杯
的成绩成为行业获此此殊
荣最多的基金公司。

上投摩根锦程稳健养老一年期FOF正式发行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
文旅发展工作不断档、不掉
线，4月1日，彭州市举行了
2020 年文旅项目网络直播
推介会暨云签约仪式，充分
运用互联网开展云招商工
作，做到疫情防控和文旅发
展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推介会上，彭州市政府副市
长龚昌华对彭州市着力打造
的龙门山湔江河谷生态旅游
区进行了讲解，并重点推介
了旅游区内资源禀赋、市场
前景好的熊猫生态谷项目、
渔江楠美好生活公园项目、

九陇湖山水公园项目和龙门
山·柒村民宿产业园项目。

此次活动共签约 2 个
项目，总投资额 2.2 亿元。
分别是四川戏剧文博中心
项目和龙门山·柒村地球仓
生态新民宿项目。

其中，四川戏剧文博中
心项目位于彭州市通济镇
海窝子，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1.74 亩，拟建集中国戏剧
原乡博物馆、戏剧文创产业
园、戏剧名家园等于一体的
戏剧主题商业综合体。

华西社区报记者 李玥林

资讯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华泰柏瑞基金劲揽五尊金牛大奖

彭州规划建设四川戏剧文博中心

（上接01版）

2019年
出台全国首部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总体规划

2019 年以来，成都市各级
各部门围绕推进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高质
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
活，坚持战略导向和问题导向
相统一，紧盯关键环节，锐意改
革创新，推动党建引领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事业不断开创新局
面。“成都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的探索实践”获评全国
城市基层党建优秀案例，省委
十一届六次全会将成都基层治
理改革经验在全省进行推广，
64项创新成果获国家部委表彰
或作为典型案例，成都社区发
展治理模式已成为全国社会治
理领域的亮点，受到理论界高
度关注和市民广泛认同。

同时还出台了全国首部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获
评 2019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
新案例第1名。出台国际化社
区建设规划，完成45个国际化
社区城市设计。

统筹推进社区发展治理

“五大行动”，以“双百佳”评比
为牵引，建成220个示范社区、
220 个示范小区，建成国际化
社区 13 个，建设锦江公园示
范特色街区 25 条。构建社区
综合体、党群服务中心、党群
服务站三级服务载体，研究制
定社区生活性服务业制度体
系，打造66个社区生活性服务
业示范点位。优化拓展天府市
民云平台功能，集成 192 项服
务，上线22个区（市）县特色门
户 288 项特色服务，累计服务
超1亿人次。

2020年
多方面“查漏补缺”
分类提升“三类社区

2020 年，成都市党建引领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总要
求是：紧扣“创新提能年”主题，
把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实践，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夯实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底色。

今年，成都市将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制
度机制优势，以社区党组织为
核心，统筹党员干部、各条线基

层力量、社会力量、群众力量，
扎实开展社区入户走访排查、
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小区（院
落）疫情防控、疫情期间社区服
务保障四项重点工作，坚决守
好社区这道防线，为全市打赢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夯实基层基础。

成都市将分类提升“三类
社区”。城镇社区突出城市有
机更新、打造智慧社区、创新小
区治理、营造现代生活服务场
景等重点；乡村社区突出整治
人居环境、完善农集区治理机
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补齐公
共服务短板等重点；产业社区
突出规划引领、空间载体共享、
生活性服务业植入等重点。

把示范建设与公园城市建
设、大运会筹备、城市有机更新
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集
成推动空间创生、环境提升、功
能植入、业态升级、文化营造。

同时用好社区综合体、党
群服务中心和小区党群服务站
三级载体，引导多方主体共建
共用社区公共空间，活化利用
小区公共场地；优化拓展“天府
市民云”平台服务功能，丰富智
慧社区、智慧小区场景应用。

华西社区报记者 吴小红

分类提升“三类社区”夯实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底色

4月起，乘地铁出行的乘客
要注意，伴随交通运输部印发
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
服务管理办法》4 月 1 日起施
行，车内进食、手机外放等不文
明行为将被禁止。

在乘客行为规范方面，《办
法》明确了影响运营安全的10
类禁止性行为，以及影响秩序
的7类约束性行为。

10 类禁止性行为包括：
拦截列车，在列车车门或站
台门提示警铃鸣响时强行上
下列车，车门或站台门关闭
后扒门；擅自操作有警示标
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在非
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
全 装 置 ；在 车 站 、列 车 内 吸
烟，点燃明火等。

7 类约束性行为中包括：
骑行平衡车、电动车(不包括残
疾人助力车)、自行车，使用滑
板、溜冰鞋；在列车内进食(婴
儿、病人除外)；推销产品或从
事营销活动，乞讨、卖艺及歌
舞表演，大声喧哗、吵闹，使用
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随地吐
痰、便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
皮、纸屑等废弃物，躺卧或踩
踏座席等。

2020 年清明假期（4 月 4
日至 6 日）即将到来，为满足
乘客出行需求，竭力做好各项
出行服务，成都地铁提前分析
客流趋势，从清明节前一天及
节假日期间（4月3日至6日），
各线路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
50-60 分钟，进一步提升运营
服务水平。
（综合封面新闻、中国新闻网）

4月3日至6日 成都地铁延长运营时间

资料图。

播报

成都地铁末班车延长运营时间

1号线 延长60分钟

2号线 延长50分钟

3号线 延长50分钟

4号线 延长50分钟

5号线 延长50分钟

7号线 延长50分钟

10号线 延长50分钟

乘坐地铁有新规

车上勿进食手机勿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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