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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14只养老目标基金获批
最晚或于6个月内完成募集
市场期待已久的养老目标基金终于面世。 8月6日，证监会核发华夏、南方、富国、中欧、易方
达等14家基金公司的14只养老目标基金。 据悉，在完成必要程序和准备工作后，上述基金将很
快进入正式发行阶段。 按照惯例，上述基金最晚将于6个月内完成募集。
■

劳动报

金湖张太明荣登7月份
“中国好人榜”
■

A

适合养老的投资品种

养老目标基金是指以追
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为目的， 鼓励投资者长期持
有， 采用成熟的资产配置策
略，合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风
险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养老问题正在成为中国
社会未来最具挑战性的一个
问题。 在养老保障体系中，充

B

通过长期投资权益基金来力
争获取较高收益，并相对规避
短期市场波动风险。根据期限
不同，养老目标基金投资于股
票型基金等权益类方向的资
产比例可以相当高。 因此，在
各类养老投资工具中，养老目
标基金是一种非常符合养老
需求的投资品种。

14只产品脱颖而出

自3月2日证监会发布《养
老目标基金指引》后，养老目
标基金的申报和审批进展一
直备受关注。时隔一个月后的
4月11日，42只养老目标基金
首批密集上报。
据证监会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7月13日，共有28家基金公
司申报了57只养老目标基金，

C

分、合理地发挥第三支柱的作
用尤其重要。 在此背景下，养
老目标基金的适时推出，为个
人养老储蓄资金提供了一个
更加适合的渠道，个人养老金
投资有了新的选择。
业内人士分析，养老资金
天然具有投资期限长、对短期
流动性要求不高的属性，适合

其中获得反馈和修订意见的有
29只， 此次最终入选的14只养
老目标基金就是从这29只产品
中脱颖而出的。 具体包括南方
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FOF、 工银瑞信养老
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FOF、 广发稳健养老目标
一年持有期混合型FOF、 嘉实

养老目标日期2040五年持有
期混合型发起式FOF、 华夏养
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FOF等14只养老目标基
金。
据悉，在完成必要程序和
准备工作后，上述基金将很快
进入正式发行阶段， 有望在6
个月内完成募集。

初期分两种投资策略

记者郭敏杰
通讯员田甜
商报讯 2018年

7月份“中国好人榜”
榜单日前揭晓， 金湖
县太明渔村餐饮管理
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太明榜上有名。
1998 年 以 来 ， 张
太明从贩运龙虾起
步，独创“蒜泥龙虾”
品牌，将“太明渔村”
发展壮大为“太明龙
虾餐饮集团”。 集团
固定资产达亿元，拥
有太明龙虾餐饮直
营店和加盟连锁店
达百家，分布全国众
多城市。 集团形成了
“公司+合作社+基地

洪泽区首个
镇级爱心志愿者协会成立

记者黄育举
通讯员孙丽刘宇
商报讯 8 月 5

■
据悉，初期的养老目标基
金主要包括“目标风险基金”
和“目标日期基金”两种形式
的投资策略。
目标风险策略的基金，根
据风险等级一般可分为激进
型、稳健型和保守型，投资人可
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
行选择。 该策略波动率相对明
确，可避免极端市场风险，当股

市暴涨和暴跌时， 基金会自动
降低股票仓位， 所以在单边大
牛市行情时收益不会很高，但
单边持续下跌时损失也较小，
能做到风险可控、收益可期。
目标日期策略的基金，投
资者可根据退休的日期选择
产品。 在此期间，基金管理人
会动态调整资产配置比例，以
适应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

在资产积累过程中降低损失
的概率，达成退休时财富最大
化的目标。这个策略的好处在
于，投资者无需了解自身风险
偏好和投资知识，只要了解自
己的年龄、退休目标和财务情
况，就能够做出选择。 该策略
既减少了对投资专业知识的
需求，又避免了根据市场变化
调整标的的麻烦。

南京隆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2018年8月17日下午2：30在南京
三牌楼大街151号帝博商务楼会议厅拍卖“淮安市
淮海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大胜塑钢型材有限公司、
江苏华达洁具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包”标的。 截
止基准日2018年5月18日，该3户债权本金合计人民
币23693982.25元及相应利息、费用等（其中江苏大
胜塑钢型材有限公司的执行款500万元一并转让）。
即日起接受咨询，有意向竞买者请持合法有效
证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单位竞买需提交企
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和代理人身份证
复印件及法人委托书，直接或间接拥有超过25%表
决权的自然人身份证明等）。 拍卖保证金100万元，
保证金缴纳及登记截止时间为2018年8月17日上午
11时，以款实际到达委托人账户（户名：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开户行：工行
南京和平支行，账号：4301017929100162041）或拍
卖人账户（户名：南京隆源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

建 设 银 行 南 京 大 桥 北 路 支 行 ， 账 号 ：
32050159900000000109）为准。
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拍卖成交后，竞拍者的保证金、意向金等转为
履约保证金。 拍卖成交款分期付款，买受人在拍卖
成交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成交价的50%，
余款在2018年10月26日前付清。
：南京三牌楼大街151号帝博商务楼6
楼
：13914745067、025-57710743、
8321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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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咨询电话

年月日

+直营店+合作店+网
店”的产业链，吸收
全 县 1000 多 名 人 员
就业，输出管理和服
务人员近2000名。
张太明不忘回报
社会， 对贫困家庭实
施“精准扶贫”，帮助
上万渔农民脱贫致
富。他投身公益事业，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专门设立“太明渔村
爱心基金”助困济贫。
20年来， 他资助孤寡
老人、 贫困家庭和公
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超
过300万元。

日， 洪泽区首个镇级
爱心志愿者协会——
—
大泽天香爱心志愿者
协会在西顺河镇成
立。
近年来， 西顺河
镇一批创造家业、成
就事业的乡贤， 致富
不忘桑梓情， 为西顺
河发展做了诸多实
事。 大泽天香爱心志
愿者协会的成立是各
位乡贤及企业家们用

真爱诠释慈善真谛、
用真情书写仁爱风范
的具体体现。 大泽天
香爱心志愿者协会将
以“扶贫济困、爱心助
学”为宗旨，重点对西
顺河的农村特困户、
受灾户、孤儿、特困学
生等弱势群体进行救
助， 同时带动更多的
爱心组织和人士参与
扶危助困、 扶贫攻坚
活动。

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

市民应具备什么样的文明举止？
—— 不
文明在口中—
随意吐痰、 不在
公共场所吸烟、不说脏话粗话；
明在手中—
乱扔垃圾、 不乱
—— 不
②文
涂乱画；
明在脚下—
明出行、 不闯红
—— 文
③文
灯不跨护栏， 文明行路、 文明坐车、 文明驾
车、文明停车；
明在心中—
情友善待人， 帮
—— 热
④文
助需要帮助的人。
1、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