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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基春风得意 华宝添益场内规模月增百亿
因资金市场政策风向陡变，节后业内主

流看法认为， 货币基金今年有望接棒债基，
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而在“货基春天”的美
好寄望中，以“场内货基之王”华宝添益为代

表的部分优质场内货币基金品种更是迎来
“开门红”，不仅收益持续高企，资金回流也
十分踊跃，作为场内货基公认的明星，华宝
添益的场内份额在短短一个多月间激增近

120 亿。 根据 Wind 统计数据，2017 年初以
来，截至 2 月 8 日，华宝添益七日年化收益
率均值达到 3.2725%。

奥克斯牵手《决战食神》：不只跨界营销还是暖心攻略！

一年之计在于春。 2017 年伊始，取得
“空调四项”领先成绩的奥克斯再次打破营
销套路，给处于迷途探路中的“伙伴们”带
来超乎想象的新举措： 将奥克斯品牌和产
品巧妙植入电影《决战食神》大片中，以电
影、新品、品牌为核心的娱乐营销打响空调

开年第一枪。
随着 2 月 10 日《决战食神》在全国各

地上映，这也更让业内期待，奥克斯如何开
年打响跨界娱乐营销的第一枪， 这背后究
竟有何深层次的寓意？

从营销层面来看， 奥克斯软性植入贺

岁电影出乎行业预料， 是一种典型的跨界
娱乐营销玩法，却不是单纯的 LOGO植入，
而是在电影里冠名一场食神决战大赛，让
品牌与电影内容巧妙融合。 这一新玩法抓
住春节后元宵节与情人节的空档期， 当电
影热映之时也将是空调业今年跨界娱乐实
现行业开门红的标志性起点。

在这一点上，奥克斯敢为人先，创新发
展进一步激发规模过雪球式增长和品牌年
轻化蜕变：专门开发“食神争霸赛”互动游
戏，仅上线两天就收获 8 万人的互动参与，
2017 张影票也被用户一抢而空。 而这也正
式拉开奥克斯空调 2017 年节后营销大战
序幕。

奥克斯开年新动作释放出“一路奔跑、
一路创新”的竞争新常态，对行业的启发性
意义也不止是营销模式的变革， 最根本还
在如何打通品牌、 产品和用户之间隔阂的
新思路：回归产业竞争的核心，就是回归产
品和用户。但不是过去的强制推销、降价促
销， 而是与用户成为朋友， 让用户在娱乐
中，在体验上，在游戏中，了解企业和产品
并建立认同。

新年大盘“开门红” 工银瑞信 8 只产品抢占同类 TOP10
2017 年首月， 上证综指收获开门红，

震荡中反弹 1.79%，部分基金表现突出，以
工银瑞信旗下基金为例，包括股票型、债券
型、QDII 基金在内，8 只产品今年 1 月收

益率位居同类前十行列， 主动管理的权益
类产品中，11 只跻身同类前四分之一。 据
机构分析，1 月市场震荡回稳，但全年来看
走势仍不明朗， 建议投资者保持多元化配

置。 综合观察， 工银瑞信各类产品业绩领
先，可为投资者均衡资产配置提供良好选
择。

春季攻势拥抱蓝筹 工银瑞信旗下蓝筹类基金全面领跑
2017 年以来 ，A 股仍维持存量资金博

弈状态，蓝筹股以其低估值、高股息率及业
绩稳定等特性成为资金避风港，有望开启春
季攻势。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价值投资者已
提前布局，据同花顺数据统计，公募基金四
季度增持了银行、非银金融等蓝筹股。 受益
蓝筹股走强， 蓝筹类基金今年以来表现抢
眼，值得注意的是，工银瑞信旗下多只蓝筹
类主题基金长、中、短期均取得了较好的超
额收益。

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截至 2 月 10 日，今

年以来普通股票基金、偏股基金平均净值增
长率分别为 1.23%、0.46%， 两类基金中，蓝
筹类基金表现突出，如工银瑞信旗下蓝筹类
主题基金业绩全面开花， 工银瑞信新蓝筹、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工银瑞信大盘蓝筹等今
年来总回报均超过 3%， 全部位居同类排名
前 1/4，且均超越业绩比较基准。

不仅短期业绩表现出彩，工银瑞信旗下
蓝筹类产品，中长期也为投资者实现了稳健
持续的超额收益。 如工银瑞信新蓝筹 2016
年逆市获得 4.62%的净值增长率，位列银河

证券 103 只同类股票基金业绩前十，跑赢同
期同类产品约 17 个百分点。 工银瑞信金融
地产则是 2014 年度主动股票基金业绩冠
军，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
10 日， 最近三年工银瑞信金融地产净值增
长率达 125.96%，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达
66.03 个百分点。 展望后市， 业内普遍认
为，随着养老金入市，以及沪股通和深股通
资金北上，蓝筹股或更受到更多增量资金的
关注。

华宝现金宝货基收益持续领先
春节前后央行接连上调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 让不少人对今年的投资前景略感谨
慎。 对于一些追求稳定收益的机构投资人，
和春节前后大笔奖金、 红包入账的工薪、白

领阶层而言，目前货币基金走高的年化收益
则更能提供“稳稳的幸福”。以华宝兴业现金
宝货币基金为例， 目前该基金 A、B、E 三类
份额年初以来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均值全部

在 3.5%以上， 这意味着申购十万元的货币
基金，一天的收益就接近或超过十元，现金
管理的效率很高。

农银汇理姚臻：货币政策回归中性 布局债市稳健为先
去年四季度债基、货基赎回明显，使得

公募基金资产规模扩张放缓，但定开债基发
行规模、节奏均未减缓，很多投资者倾向于
提前布局中期行情。 正在发行的农银金安

18 个月定开债券基金是投资者的一个选
择。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姚臻日前表示，货
币政策从偏宽松回归中性，债市调整的同时
孕育新机会，现在的入市时机不错。 该新基

金将采取“短久期、低杠杆”的建仓策略，以
获取更为稳健的投资回报。

广告

节后肠胃想静静
五谷杂粮来帮忙

买够网为您甄选多种营养健康的“清肠”
食材，产地直供，价格实惠，可随意搭配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想在节后控制体重，清清
肠胃刮刮油水的朋友来说，除了可以食用五谷杂粮
粥，还可以吃点蜂巢蜜，喝点蜂蜜水。这里，买够网为
您推荐咱们的自有品牌蜜野仙踪蜂巢蜜。从2015年上
线至今，这款蜂巢蜜一直是热销不断，回头客众多。

这款蜂巢蜜产自青川的大山深处，这里自然环
境优美，空气清晰。50多岁的养蜂人陈大叔说，这些
年，他都没有外出打工了，做了蜂箱专门招山林里
的野蜂，每年酿蜜。“本是想酿些蜜自己吃，后来蜂
箱越来越多。”陈大叔说，现在他有50多个蜂箱，全
部是新式的，一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照看这些蜜蜂，
天热了，打开透透气，定时打扫蜂箱，清理棉虫，冷
的时候要用麻草盖在蜂箱上保温。

到了取蜜的季节，买够网的产品专员和陈大叔
一起来到离家两公里左右的小山坡，蜂箱都在这
里。陈大叔打开蜂箱，一块块黄金的蜂蜜整齐地排
在蜂箱里。拿出一个巢框，正好五块蜂巢，黄亮亮
的，上面还有很多小蜜蜂。陈大叔说，蜜蜂每年在蜂
箱里的第一件事就是筑巢，将蜂蜜存放在蜂巢里
面，最后自己封盖，将蜂蜜存好。

“为了保护蜜蜂，我们没有采取烟熏的方式来驱
赶蜜蜂，而是用刷子轻轻扫掉蜜蜂，这样保证了巢蜜
块上没有残留物。”陈大叔说，每块蜂巢里都是花粉、
蜂蜜、蜂王浆混合在一起的。相比常见的浓稠状蜂蜜，
巢蜜可谓更加原汁原味，因为它是连着蜂巢一起割下
来的，没有进行过滤。在吃法上，可以直接取一小块巢
蜜，直接咀嚼后吐掉蜂渣，也可用温水冲服。

温馨提示：蜂巢蜜是连着蜂巢一起割下来的，
没有进行过滤。巢蜜按盒销售，一盒一块，每一块蜂
巢蜜的重量都不相同，因为蜂蜜自己筑巢，人力无
法控制，买够网会尽量挑选重的发货。

“每逢佳节胖三斤，仔细一看三公斤。”正月十五元宵节一
过，这热热闹闹的春节也算正式结束了。各路达人的朋友圈关
键词，也从美景美食转为了“清肠刮油”。

的确，经过了一轮大鱼大肉的连续“轰炸”，是时候让负担
过重的肠胃静一静了。于是，成都商报买够网产品团队在鸡年
开年之际重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云南产地直供的地道“清肠”
食材。比如，小米、糙米、紫米、黑米、燕麦米、双荚糯皂角米、薏
米、木耳等，均是口碑爆棚的精选产品，富含各种微量元素以
及维生素，价格优惠，您可以多选几样，坐等食材配送到家，然
后就可以愉快地把节后清肠餐食变着花样做出来了。

清肠正当时

对不少朋友而言，一年一
度的春节是难得的阖家团聚的
日子，免不了大吃大喝、一醉方
休。但是，春节长假过去后，不
少人会发现自己似乎食欲不
振、腹胀、甚至浑身乏力。营养
专家提醒，这或许是源于过节
时不规律的饮食起居、过食油
腻、生冷辛辣、暴饮暴食等损伤

了正常的肠胃道功能，造成了
毒素积聚在体内。

食粥养肠胃

中医说：“粥与肠胃相得，最
为饮食之妙也。”乍暖还寒的季
节，喝粥，无疑是调养肠胃的上
佳方式之一。除了我们常喝的大
米粥，之所以推荐五谷杂粮粥，
是因为五谷杂粮含有大量的膳

食纤维，经过长时间熬煮成粥，
不仅易消化，还可以吸附身体过
多的热量和营养。此外，膳食纤
维还可以刺激肠道蠕动，不仅养
肠胃，还能刮油水。

除此之外，黑木耳也是“清
肠刮油”的好食材。黑木耳中含
有丰富的纤维素和一种特殊的
植物胶原，这两种物质都能够促
进肠胃蠕动，有利于体内毒素的
及时清除和排出。

小米燕麦粥

好多成都人都爱吃重口味的火锅、串串、冒
菜，辛辣吃多了，可以用营养黄色粥来调剂一下味
蕾。主要食材就是小米、燕麦、花生、土豆等。

说起小米，《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小米“治
反胃热痢，煮粥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而
中医亦讲小米“和胃温中”，非常适合脾胃虚弱者
吃。小米含糖很高，热量比大米高许多。不过，光
是用小米煮粥，口感不太好，可以加些燕麦、花
生、土豆，煮得软烂，非常好吃。

燕麦营养价值非常丰富，含有的水溶性膳
食纤维非常高。要注意的是，燕麦和小米这两
种食材都是不适合长时间高温煮，最好是放一
起煮正好。

此次，买够网为大家推荐的是产自云南的
燕麦和小米，品质都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可以嚼着吃的巢蜜
每一块都混合了
花粉、蜂蜜、蜂王浆

蜜野仙踪·蜂巢蜜
产地：广元青川
买够价：98元/盒

优质黑米所含的维生素B1、B2是普通米
的2~7倍，蛋白质含量也更高，所含的膳食纤维
较多，因此用来煮粥，是相当不错的食材。不
过，黑米虽好，却很难买到真正优质的。

买够网携手云南彩霞农业公司为您精选
的云南正宗农家黑米，其表面带有光泽，米皮
呈块状，米心是乳白色，包装前粒粒精选，都是
价格实惠的优质黑米。

而云南农家红糙米，同样是颇受粉丝喜欢
的口碑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它绿色生态，无任
何添加，米粒饱满细长，有着淡红色光泽，用来
和黑米、红豆、花生等一起熬粥，口感劲道，味
道清香。

皂角米银耳粥

皂角米俗称雪莲子、皂角精，是皂荚的果
实。属于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其富含植物性
膳食纤维，富含胶原蛋白。皂角米分为单荚和
双荚。买够网精选推出的是来自云南农家的
双荚皂角米。总来的说，双荚皂角米颗粒更为
饱满，植物胶原蛋白含量更高，颜色呈天然淡
黄色，煮后口感更软糯，有嚼劲、汤也更黏稠。
泡发率可达5~6倍。皂角米可以与银耳、桃胶
等一起炖，胶质半透明，香糯可口。

小贴士：皂荚米炖煮前需要泡发8~12小
时，桃胶需要泡发12~16小时，银耳需要泡发
1~4小时。

银耳莲子羹

莲子是云南洱源
的特产之一，农家自产
的磨皮白莲子都是手
工去皮的，煮过之后，
闻起来清香，而且莲子
膨胀很大，非常适合用
来做美味香甜的银耳
莲子羹。

长在深山里的银耳
天然纯净品质好。制作
白银耳的传统工艺是用
硫磺熏蒸，而无硫银耳
则没有经过这道工艺，
更能保持银耳的原汁原
味和原生态。银耳富含
丰富的胶原蛋白，一煮
即糯，美味延绵。

与养生粥搭配的凉拌小菜中，可以清肠
刮油的黑木耳是极受欢迎的。买够网也给大
家带来了品质上佳的大理野生黑木耳。

“与塑料袋里长出的人工黑木耳不同，长
在山林里朽木上的野生黑木耳，犹如一朵朵
黑色的玫瑰花，虽然小朵却肉厚，泡发后朵朵

‘精神抖擞’，面目黑亮。”买够网产品经理罗
扬介绍，云南产出的黑木耳品种比较多，筛选
之后，只有产自大理深山里的野生小朵秋木
耳给买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肥沃的土
壤与优质自然资源结合，自然晒干，水分含量
基本为0，面黑背灰，泡发后口感细腻爽脆，风
味独特，是营养丰富的食用菌。

要找到真资格的野生黑木耳需要费很
大一番力气。大理云龙县境内山林茂密，气
候温和，雨量适中，有利于野生黑木耳的生
长。历史上，这里产量丰富，不过近几年由于
山林禁伐，产量有所下降，但依然出产。黑木
耳长在正要朽去的大树的树干和树枝上，一
般第一年不长木耳，第二年开始长，在阴凉

的地方和草丛中长得很快。雨季到来，
雨量达到一定的时候，就开始生长，到
雨季结束。当地的村民等到天放晴了，
就背上背篓上山去寻找采摘。一天究
竟能采多少木耳完全得看运气，有时
候多，有时候少。采摘回来后就要抓紧
时间晾晒干，存放好。 (余兰)

云南燕麦米
规格：500g
买够价：7.6元
农家黄小米
规格：500g
买够价：7.6元

云南农家黑米
规格：500g
买够价：9.6元
农家红糙米
规格：500g
买够价：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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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米红豆糙米粥

双
荚
皂
角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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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推
荐
4

云南特产购买配送
说明：专区的产品都
可以随意搭配，首重
十公斤以内，都是相
同的运费，每单8元；
超过十公斤，则分为
两个包裹快递，运费
另算。不清楚可咨询
买够网客服热线
028-86626666。

推
荐
3

无硫银耳
规格：250g
买够价：26元
农家磨皮白莲子
规格：250g
买够价：21元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