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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尺寸要大、空间“肚量”要大、颜
值要“大”气、优惠要“大”力！是不是成了
你买车的指标？如今，“大”已经成了厂商
和消费者造车、购车的“风向标”。在“大”
成为大趋势的前提下，东风标致408也不
甘示弱，空间足够大、颜值超能打，最重要
的是11.6英寸原装大屏免费送，优惠力
度大到超乎你想象。

【大屏幕带来大视觉】
屏幕就要越大越好，互联生活就是要

被放大再放大！东风标致408 11.6英寸
的中控液晶屏可以说是“秀外慧中”。不
仅反应灵敏，界面也更加清晰直观。支持
MiuDrive双平台智能手机互联系统，实现
手机与多媒体的无缝连接，满足行车中的
每一个互联需求，家用、商用两不误。多
区域分屏互动可以让驾驶者在开启导航
等功能的同时，副驾驶也可以同屏观看高
清视频，让乏味的路途变得精彩。如此大
屏，现在只要购买东风标致408豪华版，
即可免费赠送，是不是很心动？

【大空间带来大便捷】
对于家庭来说，买到一辆“大”空间的

车，不仅能满足一家老小的出行，而且空间
宽裕，那种幸福感不言而喻。东风标致408
作为一款紧凑型A级家轿车，拥有2730mm
超长轴距“大”有可为，车身尺寸达到4750*
1820*1488mm，刷新你对宽敞的认知。宽
适后排空间，任你舒展身体，解锁各种坐
姿。身高182cm的成年男士坐在后排，能够
拥有一拳三指的腿部空间，这也意味着它已
经能够满足带娃出行、全家出游等绝大多数
家庭对于空间的需求。

它的“大”，同样表现在储物空间上。
超大后备箱，对你的储物需求有求必应。
尤其是带着一家老小出行，车上总要配备
宝宝车、安全座椅、奶瓶、换洗衣服等必需
品。而它无论是车门凹槽，还是手套箱、
手扶箱，其容积都十分巨大，能够容下水
瓶、手机、小包等各式各样的东西。408的
大空间的确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
更大的便捷。

【大动力带来大体验】
在动力方面，东风标致408搭载屡获

国家大奖的 350THP和 230THP两款明星
发动机，以及 1.8L CVVT 黄金主流发动
机。众所周知，日常堵车一脚一脚刹车、
起步是最费油的了！除了调校平顺外，东
风标致408的超强T动力配合全系标配的

“STT智能启停技术”，在临时停车或拥堵
路段，发动机可自动熄火，节油率可达到
15%，百公里油耗最低仅4.9升，开上408，
载着全家出游，绝对是稳稳的幸福！

【大优惠带来大狂欢】
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不会长黄金？

不！即日起至5月31日，购买东风标致
408豪华版即可免费更换11.6英寸原厂
精品大屏。与此同时，还为您贴心地推出
更多购车优惠政策，购买东风标致408全
系任意车型即可享受全额购置税补贴、最
高4000元置换补贴，如果分期购车，更有
36 期 0 利率的至尊优惠。活动期间购
买东风标致408全系任一车型还将获得
6000元保险补贴。增配不增价，如此408，
性价比超乎你想象！

以上惊喜还不够？那还有更大惊喜
等着你！东风标致为了回馈255万狮粉们
的厚爱，将于5月20日打造专属于狮粉的

“520超级品牌日 狮粉大狂欢”活动。 即
日起可登陆天猫Tmall和腾讯汽车平台，
参与“东风标致520超级品牌日 狮粉大狂
欢 豪礼送不停”活动，各种惊喜大奖等你
来领走。（详细信息可咨询当地授权经销
商，或致电客户服务中心400-8877-108）
普天同庆520 408优惠享不停！现在可以
说是入手东风标致408的理想时机，小伙
伴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哦！机不可失，失不
再来，赶快行动吧！

今夏今夏““大大””不同不同 408408大屏免费送大屏免费送
多重豪礼降不停多重豪礼降不停

第19届SIAL China韩国馆于5月18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华丽谢幕。本次中食
展参展商数量达3,400多家，展商覆盖范围达
70个国家及地区，为历届中专业人数较多、展
商数量多、展会面积较大的一次。

此次展会中，专业观众一致给予高评价
及高关注的展馆之一便是由韩国农水产食品
流通公社承办的韩国馆。自2012年开始，每
一届的韩国馆都能带来不同亮点及食品前沿
信息，本届的韩国馆更是带给观众视觉、味觉
的超级震撼。

本届韩国韩国馆位于E1馆区，参加企业
达88家，带来泡菜、零食/饼干、茶、健康食品、
酱汁、加工食品、海苔/海苔饼干、饮料/酒、便是
水产品等九大类展商产品。展会期间多样式
的试吃活动使专业观众大开味蕾，传统韩国乐
器四重奏更是掀起一波又一波观众热潮。

韩国馆的主办单位韩国农产食品流通
公社的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本届展会向世
界展示绿色健康、高端时尚的韩国食品品质，
积极开拓及发展中国销售市场，并促进尚未
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商品，促进贸易洽谈。

20182018 SIALSIAL韩国馆圆满闭幕韩国馆圆满闭幕

2018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1 日，兄弟
(中国)商业有限公司的内蒙古防沙漠化项
目植树活动再度启动，兄弟(中国)携各方
志愿者们再次深入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
启了保护环境的绿色之行。

而在Brother集团迎来110周年之际，
Brother的9个自然保护项目也被UNDB-J
（United Nations Decade on Biodiver-
sity - Japan Committee，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10年日本委员会）
登记为推荐项目。

2018 年，在
兄弟(中国)董事长
兼总经理尹炳新先
生的带领下，今年
活动中采用了全新的“沙漠缝纫机”种植法，效
率大大提高，2天活动共种植了14,000株梭
梭，超过历年植树数量总和的一半。

兄弟兄弟((中国中国))内蒙古防沙漠化项目第内蒙古防沙漠化项目第77年启动年启动

日前宣布发卡量突破6000万的广发信
用卡，在稳居规模第一梯队的同时喊出以差
异化重新定义信用卡竞争的口号。据了解，
截至2018年4月，广发信用卡信贷余额突破
4000亿元，收益率稳居行业五强，卡均消费、
用卡活跃率均领先行业，不良率稳定保持在
行业较优水平。

重新定义信用卡竞争时代的广发信用
卡，当然也重新定义了信用卡，开创了新的
产品时代。围绕着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广发信用卡重新建构了自身的产品逻辑，推
出新型信用卡——广发one卡，以“去产品
化”的理念去亲近用户需求。基于“一张卡+
个性化权益平台”的模式，one卡客户可以自
主选择权益功能和定制卡版。未来，在个性
化权益平台上有一百多个权益供客自由搭
配，覆盖影音娱乐、交通出行、饮食生活、保险
等等方面。客户选择权益之后还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变化，通过权益平台定期更换权益
套餐，真正实现对信用卡功能的随心定义。

发卡破六千万发卡破六千万 广发差异化重新定义信用卡竞争广发差异化重新定义信用卡竞争

长期投资策略重边际改善持续性和市场
空间，有机构认为，印度作为海外重要的新兴
经济体，可能更为符合宏观长期投资主题。不
过，考虑到目前国内投资印度的渠道稀缺，普通
投资者不妨关注正在发行的工银瑞信印度市

场基金（LOF）。据介绍，该基金主要投资于境外
跟踪印度市场的相关基金，以中信证券印度
ETP指数收益率×90%+人民币活期存款收益
率（税后）×10%作为业绩比较基准，力争实现
对印度股票市场走势的有效跟踪。

工银瑞信印度市场基金实力布局印度工银瑞信印度市场基金实力布局印度““钱景钱景””

广告 投资有风险

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金基金奖于5
月10日揭晓，中银基金荣膺基金20年“金
基金”Top基金公司大奖，这是中银基金第
四次摘得Top基金公司大奖。，证券时报
旗下中国基金报“中国基金业英华奖公募

基金20年特别评选”揭晓，中银基金以固
定收益投资能力获公募基金20年“至佳固
定收益基金管理人”，旗下两只混合基金
——中银中国和中银动态策略获评“至佳
回报混合型基金”。

中银基金揽获基金中银基金揽获基金2020年年““金基金金基金””TopTop基金公司大奖基金公司大奖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昨日，2018世界国际象
棋女子锦标赛冠军对抗赛在重庆结
束，挑战者上海姑娘居文君战平现任
棋后谭中怡，以5.5：4.5赢得这场“棋
后大战”，从而成为上海首位国际象
棋女子个人世界冠军，同时也是第六
位中国棋后。

这场历时半个月的对抗赛分为
上下半场，分别在上海和重庆两地举
行。在上海的上半场结束后，居文君
以3.5比1.5领先棋后谭中怡。移师
重庆之后，双方进入5盘漫长的苦战
中，其中4盘都是和棋。在第九盘结
束后，居文君凭借之前所建立的优势
已经拿到赛点，收官战只需半分即可
登上棋后宝座，而她也并没有给对手

太多机会。最终，战斗历时4小时10
分钟，居文君在优势局面下接受了谭
中怡的提和。由此，居文君成为继谢
军、诸宸、许昱华、侯逸凡、谭中怡后，
第六位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棋后。

这也是上海诞生的第一位世界
棋后！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
初，上海男队拿到总共13届全国冠
军；从1990年到2000年，上海女队拿
了10届冠军。但这支拥有众多优秀
棋手的上海队有一个遗憾——上海
队尚未诞生过个人世界冠军。昨晚
的上海姑娘居文君，终于圆了上海

“国象人”几十载的梦想。
现世界排名第二的居文君，近年

来都是上海国象的领军人物。去年
年初，居文君本有机会成为棋后，但
状态不佳的她在女子世锦赛中输给
了中国棋手谭中怡，后者也成为中国
国象第五位世界棋后。上海国象队
领队王频透露，与棋后桂冠失之交臂
后，居文君一度陷入低谷期，“女棋手
的情绪因素比较关键，下得顺时会特
别好，但她在世锦赛输给谭中怡后，
有很长一段时间调整不过来，之后的
比赛成绩也都不太理想。”上海国象
队领队王频说道。

不过，居文君并未放弃对棋后桂
冠的冲击，通过调整重新找回了自己
的最佳状态。“很感谢上海棋院、团队
帮我提高了棋艺和经验，我从去年开
始，所有人都在为我创造最好的条
件，让我安心准备。这个冠军，也属
于我的团队。”居文君说。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近日，由闵行区台办和
闵行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18年“真
棒”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活动在交通
大学闵行校区举行。台湾的棒球运
动起步早、发展较完善，大陆棒球虽
然发展很晚，但近几年来也是飞速发

展。“如果这项赛事真正成为两岸中
学生交流的平台，自然就会形成传
统，而棒球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会
为未来进一步交流提供条件。”李红
珍部长寄语棒球研习营活动，“采用
棒球交流赛的形式，让两岸的青年学
生同台展示风采、相互切磋技艺，值
得肯定和推广。”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18岁那年，冯珊珊第一
次参加美巡赛，当时她给自己的目
标就是再打 10 年，然而在她 28 岁
时，登上了女子高尔夫世界第一的
位置，并且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将近半
年。她不仅是第一位获得世界第一
的中国内地选手，在当今女子高尔夫
球坛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球员，如今
冯珊珊要把自己退役的时间往后挪
了，她还有更多的目标要去争夺，包
括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以及再拿一
个大满贯。

近年来冯珊珊的排名稳定在女
子前十，不过去年8月之后，冯珊珊战
绩出色，排名也逐渐升到第一，尽管不

久前被韩国名将朴仁妃超越，但这一
次的登顶让冯珊珊重新找到了动力。
近日冯珊珊来沪参加别克LPGA锦标
赛落户上海的启动仪式，对于自己未
来的目标，冯珊珊充满了期待：“一个
目标是奥运会，我非常珍惜里约奥运
会的经历，但还是觉得当时自己没有
完全发挥。”里约奥运会为中国代表团
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展望东京，冯珊珊
希望更进一步，“2020年东京奥运会
我想再冲一冲金牌，日本的环境我也
比较熟悉，希望能够不留遗憾，另一个
目标就是想再拿一个大满贯。”

作为女子高尔夫最高水准的赛
事，LPGA在今后五年将连续在上海举
办，今年的赛事将于10月18日至21
日在上海旗忠花园高尔夫俱乐部举行。

上海诞生首位世界棋后
居文君圆了阿拉“国象人”几十载的梦想

冯珊珊遥望东京奥运

两岸青少年在沪切磋棒球

5月18日，中国棋手居文君在比赛中。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