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程行欢报
道：21 日，广东银保监局再次出
手开出两张罚单，处罚对象是人
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分公司和广州嘉美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 羊城晚报记者
注意到，三天以来，广东银保监
局共计开出了 10 张罚单， 被处
罚对象主要集中在财险公司业
务上。

以上两家被处罚的理由均
为“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牟
取不正当利益”， 除了公司分别
领了 21 万与 22 万元的罚单之
外，两位当事人也各自收到 7 万

元的罚单。 而在广东银保监局三
天内开出的十张罚单中，有四张
罚单亦为上述原因， 三张罚单
为“利用业务便利为保险公司
牟取不当利益”； 还有三张罚
单，也涉及输送不正当利益。 这
些不正当利益包括： 给予投保
人、 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外
的其他利益； 利用保险代理人
以虚构保险中介业务方式套取
费用。 还有部分涉及“拒不依法
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
务”“未按照规定使用经备案的
保险条款、 保险费率”“虚列理
赔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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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流动宽松背景
下， 低风险资产收益持续下行，
而 A 股市场从短期震荡到逐渐
修复，吸引力逐渐提升。 多家券
商看好 A 股长期投资价值，权
益类资产配置价值显现。 新华泛
资源优势成立于 2009 年， 是一
只运作超过 10 年的老牌公募基
金。 该基金历经市场多轮牛熊转

换，中、长期成绩在同类产品中
领先。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15 日，该基金过去三年、五
年 收 益 分 别 为 65.52% 、
81.41%；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
新 华 泛 资 源 优 势 共 取 得
308.00%的回报， 年化收益达
13.84%。

（杨广）

近日，招商证券、海通证券、
银河证券和济安金信四家权威
机构最新的基金评价结果出炉，
工银瑞信凭借突出的综合投资
管理能力，旗下共有 24 只基金
获得五星评级 ， 产品覆盖股
票、 混合、 债券、 指数、 QDII
等多种类型。 其中， 工银前沿
医疗、 工银养老产业凭借优异
的业绩表现， 同时包揽四家机
构的最高评价； 以长跑能力见
长的工银双利债券、 工银产业
债同时获得银河证券的三年
期、 五年期双五星以及海通证
券、 济安金信的五星评级。

具体来看， 权益产品方面，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5 月 15 日， 工银前沿医疗、 工
银养老产业长跑成绩卓越， 最
近一年、 两年、 三年净值增长
率始终排名同类前十， 近三年
分别以 124.88%、 95.83%的净
值增长率双双位居同类第 2 名。

除此之外， 主动权益类基金中，
工银战略转型主题、 工银医疗
保健、 工银文体产业等产品近
三年回报均位居同类 TOP10，
工银前沿医疗和工银文体产业
成立以来年化回报均达到 20%
以上。 被动产品方面， 工银沪
深 300 指数基金的时间加权跟
踪误差水平同类领先， 处于前
10%， 因而获得招商证券的五
星评级。

固收产品方面， 长跑健将
工银双利债券、 工银产业债持
续霸榜， 成立以来年化回报均
达 7%以上， 工银双利债券 A、
C 成 立 以 来 累 计 回 报 超 过
100%。 同时入选五星评级的产
品还有工银瑞享纯债以及工银
新得益混合等， 工银新得益混
合作为一只偏债混合基金，截至
5 月 15 日成立以来年化收益
7.93%， 获得银河证券三年期五
星评级。 （杨广）

借道绩优基金把握市场机会

工银瑞信 24 只基金斩获五星评级

广东银保监局三天开出十张保险业罚单

想象空间

华为拉车企打造朋友圈

再添
“5G+ 汽车生态圈”

“5G+ 汽车”将成为趋势

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智能联网汽
车销量为 2890 万辆， 据相关第三方权
威机构预测，全球智能联网汽车销量同
比增长率将连续 4 年超 40%， 到 2021
年将超过 6000 万辆。 麦肯锡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
自动驾驶市场，至 2030 年，自动驾驶相
关的新车销售及出行服务将超过 5000
亿美元。

据了解，作为智能网联生态圈的延
展，本次 5G 汽车生态圈建立后，华为希
望通过汽车增量部件的优势、面向消费
者 1+8+N 的全场景体验以及 5G 网络
解决方案的能力。今年 4 月，华为对外公
布了出行互联解决方案 HiCar,不仅为手
机与车机互联建立了通道，还将手机的应

用和服务延展到了汽车， 让汽车和手机、
其他 IOT 设备之间实现了互联。

在上述白皮书中，华为呼吁业界要
实现自动驾驶网络的目标，需要产业各
方达成共识， 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生
态，共同助力产业智能升级和健康可持
续发展。

有行业专家指出，不少科技巨头都
在争夺汽车领域，想搭建汽车和互联网
之间的桥梁，形成一个万物互联的汽车
物联网，这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上已经进入世界
第一方阵， 越早布局就越能掌握话语
权。 而未来 5G 自动驾驶汽车还需要实
现成本可控，并与现行普通车辆价位逐
渐接近。

智能联网汽车搭建产业生态

据悉， 这 18 家汽车企业首批名单
包括一汽集团 (一汽红旗 、一汽奔腾 、一
汽解放 )、长安汽车、东风集团(东风乘用
车 、东风小康 )、上汽集团 (上汽乘用车 、
上汽通用五菱 )、 广汽集团 (广汽新能
源 )、北汽集团(北汽新能源 )、比亚迪等。
华为表示，后期“5G 汽车生态圈”还将
继续扩大范围。

有行业专家指出，5G 技术与汽车
融合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智能网联、智能
交通、自动驾驶等场景。 5G 能够借力并
给予突破的范围非常广阔，特别是在无
人驾驶领域，5G 技术高速度、低时延的

优势可以提高高精度地图的质量，并为
大数据在汽车与数据中心、基站及交通
管路部门之间传输提供支持。

华为方面认为，5G 汽车已经成为
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创新热
点， 消费者能够感知的全新驾驶体验、
娱乐体验，以及人、车、家全场景体验是
未来 5G 汽车的创新重点， 是众多车企
和华为共同发力的方向。 华为公共开发
部总裁鲁鸿驹表示：“未来十年是智能
时代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以 5G、云、
AI 为核心代表的新技术将赋予联接智
能升级的核心动能。“

华为的汽车朋友圈

记者注意到，华为在汽车行业的布
局并不是新动作。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
2013 年，华为就建立了车联网业务部。
此后 2016 年，华为公开与车企合作，与
ABB、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共同组建
“5G 汽车通信技术联盟”， 组建全球首
个着眼于 5G 车联网的产业联盟。 2019

在英国伦敦，华为还发布了“自动驾
驶移动网络”系列化解决方案。

其实，巨头们都看到了其中的机

会。 在国内，百度 Apollo 已经在各地开
启了雄心勃勃的自动驾驶研发和测试计
划，包括无人驾驶车辆上路、车路协同、
试乘等各种测试。 与华为达成合作关系
的不少汽车企业，如长安、北汽、长城、东
风汽车、一汽等都与 Apollo 有合作。 在
国外，此前苹果和谷歌陆续推出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的汽车操作系统。
这两家国外厂商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把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带进车内。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实习生 李悦

“5G+ 汽车”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近日，在全球
分析师大会期间，华为面向全球发布了《自动驾驶网络解
决方案白皮书》。 此前，华为在官网宣布联合首批 18 家车
企正式发布成立“5G 汽车生态圈”，加速 5G 技术在汽车
产业的商用进程，共同打造消费者感知的 5G 汽车。 有行
业人士指出，华为 5G 与汽车领域的合作，无论是在车联
网还是在无人驾驶领域，都将给这个行业带来巨大的想象
空间，十分值得期待。 而在此前，众多车企和互联网巨头们
都看到了万亿级别规模的智能联网汽车产业的机会。

华为在汽车行业的布局并不是新动作 林曦 摄

百度 Apollo
已开启了自动驾
驶研发和测试
图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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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棋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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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际米兰成为欧冠、意
甲、意大利杯“三冠王”10 周年，这
支传统豪门本赛季遇到困难，在欧
冠失去竞争力，在意甲逐渐退出冠
军争夺，在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
主场失利。

今年夏天，国米主力前锋劳塔
罗面临被巴塞罗那挖走，但国米希
望免费引进的前锋吉鲁和默滕斯
不会来了，现在把主要引援目标瞄
准 6 月 30 日合同到期的乌拉圭
前锋卡瓦尼。

今年在冬季转会期，法国前锋
吉鲁与国米走得很近， 因为他在切
尔西少帅兰帕德手下出场机会很少。
为了争取参加 2020欧洲杯的机会，
吉鲁在俱乐部需要更多上场时间，因
此希望加盟国米，与在切尔西执教过
自己的主帅孔蒂再次合作。

吉鲁与切尔西的合同原本在
今年 6 月 30 日到期，国米在谈判
中拼命压价， 最终造成谈判破裂。
欧洲杯推迟一年，吉鲁的职业生涯
规划有所调整，他在 5 月 21 日与
切尔西完成续约，新合同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到期。

兰帕德称赞吉鲁：“他在场上
和场下都表现出极高的素养，无论
他的足球天赋还是日复一日的表
率作用， 都能帮助年轻球员们成

长，很高兴他下赛季继续为切尔西
战斗。 ”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比利时
前锋默滕斯身上，他与那不勒斯的
合同在今年 6 月 30 日到期。 国米
主力前锋卢卡库是默滕斯的国家
队队友，“小魔兽”甚至开始为默滕
斯在米兰找房子。

那不勒斯球迷非常喜欢默滕
斯，纷纷到他的社交网络留言，希望
他留下来。 那不勒斯市政府也积极
挽留默滕斯， 准备为他颁发荣誉市
民称号。默滕斯将会留在那不勒斯，
预计续约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

劳塔罗的违约金是 1.11 亿
欧元， 如果能以这个价格卖给巴
萨，国米似乎应该放手。

劳塔罗本人希望加盟巴萨，梅
西也给劳塔罗打了电话，邀请他加
盟巴萨。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也
劝说劳塔罗加盟巴萨：“对国家队
来说，梅西和劳塔罗一起踢球的时
间越长，当然就越好。 ”

2018 年 7 月，劳塔罗由阿根
廷的竞技俱乐部加盟国米，转会费
只有 2500 万欧元，短短两年身价
暴涨。国米如果今夏把劳塔罗逢高
卖出，今后应该继续会到阿根廷或
巴西去寻找有潜力的年轻前锋。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
报道： 第五届洛阳白云山杯中
国围棋棋圣战本赛 16 强战 21
日在中国棋院进行了第四局比
赛， 上届亚军连笑九段执黑以
3/4 子的微弱优势险胜新锐棋
手赵晨宇八段，进军八强。

连笑曾在第三届棋圣战决
赛中以 2 比 1 战胜周睿羊九段
加冕“棋圣”。 上届决赛，他以 1
比 2 不敌目前国内等级分排名
第一的柯洁九段， 卫冕未获成
功。 昨日连笑与赵晨宇对垒，两
人曾交手三次， 赵晨宇以两胜
一负的战绩稍稍领先。

经过猜先由连笑执黑先
行。双方以流行的“星·小目”布
阵后， 很快就在右上角展开厮
杀，形成白棋得实地、黑棋获外

势的两分局面。 进入中盘角逐，
连笑侵入上方白阵， 赵晨宇攻
击不力，被黑棋顺利做活，局势
开始向黑方倾斜。 此后优势意
识过浓的连笑， 在中腹交战时
选择退让，让白棋四处渗透，黑
棋目数亏损不少， 陷入被逆转
的危险境地。 进入最后收官阶
段，连笑判断恐要小败，遂毅然
在左上角挑起“黑重白轻”的劫
争。 结果在读秒声的催促下，赵
晨宇寻找劫材出现失误， 让连
笑果断“消劫”，黑棋小胜的局
面已不可动摇。 弈至第 292 手
终局， 连笑以 3/4 子之优幸运
胜出。

今日继续进行第五局比
赛，由“希望之星”王星昊五段
对阵范蕴若八段。

昨天下午， 正在上海集训的中
国男足国家队， 在上海的厚湃尔体
育公园与上海上港队进行了一场热
身赛，国足以 4 比 1 大胜对手。广州
恒大入籍球员洛国富（上图，视觉中
国供图）首发出场，但上半场就因伤
离场。韦世豪和董学升各进一球，谭
龙梅开二度。

此次恒大队共有艾克森、 洛国
富、张琳芃、韦世豪和刘殿座五名球
员入选国足集训队。 在昨天的热身
赛中，五位恒大球员全部首发出场。

主教练李铁排出 433 的首发

阵型。 门将刘殿座， 四后卫是唐
淼、张琳芃、李昂和王燊超，三后
腰为吴曦、池忠国和金敬道，三前
锋是韦世豪、艾克森和洛国富。 上
海上港队也是主力尽出， 队中四
名外援奥斯卡、胡尔克、洛佩斯和
艾哈迈多夫悉数首发。

此次集训是洛国富第一次入
选国家队，他也是昨天热身赛的焦
点人物。 可惜的是，上半场第29分
钟，洛国富就因肌肉拉伤不得不离
场。 目前，洛国富已往上海当地医
院做检查，具体伤势有待检查结果
出来。 替补洛国富上场的谭龙，出
场3分钟就打破僵局，为国足首开
记录。 第40分钟，韦世豪小角度射
门，将上半场的比分变成2比0。

下半场，国足大面积换人，一
开场就一口气换了 8 人。 董学升
在第 47 分钟接队友的角球，用自
己擅长的头球， 将国足的领先优

势扩大至 3 球。随后，上海上港队
由今年新加盟的外援洛佩斯扳回
一球。 第 73 分钟，谭龙在反击中
再进球，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为
4 比 1。 值得一提的是，谭龙是本
期国足名单中唯一一名来自中甲
俱乐部的球员。

这场比赛是李铁出任国家队
主教练之后的第三场热身赛。 今
年 1 月份在广东佛山集训时，国
足曾与中甲新军沈阳城市以及中
超球队武汉卓尔进行过热身赛。 3
月份的迪拜集训， 国足约定与中
超球队的热身赛因故相继取消。

上海上港队是 2018 年中超
冠军，去年中超季军，无疑是李铁
上任后， 国足迄今为止遇到的实
力最强的对手。 5 月 26 日，国足
将在上海与另一支中超球队上海
申花进行第二场热身赛。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报
道：国际泳联昨天宣布，原计划
在 2020 年年底举办的世界游泳
锦标赛（25 米）也就是短池游泳
世锦赛，将推迟到 2021 年 12 月
13 日 -18 日举办， 举办地仍是
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短池游泳世锦赛每两年举
办一次 ， 一般在双数年举办 。
2018 年 12 月，上一届短池游泳
世锦赛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队
最终夺得 3 枚金牌。 当时，还是
自由泳新星的王简嘉禾表现十
分出色，不仅夺得女子 800 米自
由泳冠军，还搭档队友夺得女子
4×200 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中
国男子仰泳领军人物徐嘉余则

意外地输掉了男子 100 米仰泳
的冠军之争，遗憾地摘得银牌。

此前， 国际泳联已经宣布，
原定于 2021 年举办的日本福冈
游泳世锦赛（长池 50 米）将推迟
至 2022 年举行。 此番短池游泳
世锦赛也推迟举办，意味着在明
年奥运会举行前，将无任何游泳
大赛举办，游泳运动员们也再无
彼此试探的机会。 此外有消息
称，今年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也将
因疫情取消。 今年，游泳名将们
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蛰伏，通过
刻苦训练，明年再在大赛的舞台
上绽放。 据了解，目前中国游泳
队正分批分别在北京、浙江等地
训练，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具
影响力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奥运
会的举办一直得益于国际奥委
会、各国（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的通力合作。 但
在东京奥运会因疫情被迫延期
的情况下， 国际奥委会遭遇了
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而某些

“造血”能力不强的国际单项体
育联合会更是陷入了困局。 在
这样的情况下， 国际奥委会计
划与瑞士政府一道， 向遭遇困
境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提供
贷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但这
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足篮球有底气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结束

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共计

从国际奥委会手中拿到了 5.2 亿
美元的分红。 其中游泳、田径、体
操这三个大项各拿走 4000 万美
元，连帆船、击剑这样的小众项
目也有 1200 万美元进账， 大部
分体育单项对于国际奥委会还
是相当依赖。 但也有一些职业化
较高的项目有自己造血的能力，
足球、篮球、网球等就是其中翘
楚，它们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

作为目前公认的世界第一
运动，足球也是目前世界职业化
程度最高的运动之一。 国际足联
旗下的世界杯已经超过奥运会
成为世界上最“吸金”的体育赛
事，自然不会太在意国际奥委会
的分红。 事实上，由于世界杯太
受欢迎，国际足联在一段时间里
曾限制职业球员参加奥运会的
男足比赛，就是担心奥运会抢了

世界杯的风头。
篮球的地位和足球类似，但

此前篮球世锦赛的影响力远远
不可与世界杯相提并论，世界篮
球公认的最高荣誉依旧是奥运
会金牌。 对此，国际篮联把篮球
世锦赛改为篮球世界杯。 在去年
中国举行的首届篮球世界杯中，
32 支球队在 8 座城市上演了激
烈角逐，虽然暂时还未有足球世
界杯的超高关注度，但改制已经
初见成效。

单项赛要争气
毕竟不是所有运动都拥有

如此广泛的受众，大多数运动的
高光和为人所熟知的时刻都在
奥运会中出现，这些运动对奥运
会的依附更加彻底。 在包括田

径、游泳、乒羽等大项在内的运
动项目中，一块奥运金牌仍是选
手争夺的至高荣誉。

在东京奥运会被延期一年
的情况下，世界田径世锦赛和游
泳世锦赛纷纷为东京奥运会让
路。 而东京奥运会之所以不想延
期到 2022 年，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不愿和在 2022 年举行的卡塔
尔世界杯产生时间冲突，这也可
以一定程度上表明各单项运动
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奥运会被推迟、单项世锦赛
也因此被延期，各单项国际体育
联合会手上的资金着实有些捉
襟见肘，不得不提前打起了奥运
分红的主意。

但毕竟奥运分红的主动权
不在自己手中，不少国际单项体
育联合会都希望通过打造顶级

IP 的方式提升自己的造血能力。
国际乒联就已公布了部分

赛事改革计划，单项世锦赛和各
站比赛可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
则是类似网球赛场的四大公开
赛， 以提升乒乓球运动的关注
度。 在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后，相
信会有更多的单项体育联合会
做出类似的决定。

奥运会是目前地球上最受
关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但不代
表各单项体育无法推出有类似
关注度的体育 IP。 过度依靠国际
奥委会的分红，不单削弱了自身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缓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只有各项运动都努力在自己的
领域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受众，
世界体坛才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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