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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抽奖让生活 下来慢

果仁排便新方法 2元特卖
果仁排便2元体验 特卖活动仅限3天

老便秘治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产品，效果不
好就换一种果仁排便的新方法。中华多宝通必
顺，有效改善胃肠功能，调理老便秘就是很简单。

中华多宝通必顺是我公司专门针对老年人身
体特点和老年便秘的切实情况，最新研发用于通
便的保健产品。中华多宝由多种果仁组合配方而
成，从调理机体机能，增强免疫力入手，改善胃肠
功能，润滑肠道。全面调理，深入调理，使排便更
安全、更自然。

中华多宝通必顺，安全可靠。1 天只需 2 元
钱，简单方便又省钱。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受到便
秘困扰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使用过很多方法解
决便秘无果的朋友。那么你可以试着用一下中华

多宝通必顺--果仁排便，来调理一下你的老便
秘，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新方法解决
老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中华多宝通必顺是我公司最新研发，改善
胃肠功能的产品，在这里我们郑重声明：中华
多宝牌通必顺胶囊是相关机构批准的正规产
品，此次活动旨在寻找长期解决便秘无果的朋
友，体验中华多宝的神奇作用。特别举办本次
特惠体验活动。数量有限，抢完为止！
1、本活动不搞免费赠送
2、不收取任何邮费及附加费
3、本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购100名

抢购电话：400-840-8819

广告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分 类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租 售

免费配对包成功
86191356

邓姐婚介 假赔10万

遗失声明：现有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双
江、玉溪、塘坝、柏梓、卧佛、太安、古溪、小渡）
新华书店和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正兴门
市 ，税 号 分 别 为 ：500223793520216、
500223793520232、 500223793520179、
500223793520224、 500223793520240、
500223793520187、 500223793520160、
500223793520267、500223793520101，共9个
公司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汇多运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322432965N）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潼南县新隆果品股份合作社（注
册号500223NA000680X）成员大会决定，本
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本社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中促企业发展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MA5U4HN24J）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200万元整减少到20万元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13日

通 知
涂福林见通知后五日内回公司上

班，逾期不回，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重庆第二机床厂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乾矿餐饮有限公司通远门分公司
通用机打发票52张因错码原因，发票
代 码 050001700107 号 码
15039001-150390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洲浆堂洗涤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9MA5U7DLW2W）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7年9月13日
注销公告：经潼南县潼新宏润新型建材厂（注册号
500223200022238）股东会研究决定，拟注销本
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 特此公告 2017年09月13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阜泰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6678662155B），因故解散，请
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
内来我企业清算债权、债务。企业债权债务清理完
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市阜泰起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

渝中区来品茶茶叶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3600849213；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3L64495068，声明作废

重庆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A5696渝BA7625渝BC2579渝BC5760渝BC6295渝BC6580渝BC9628渝BC9892渝BE1333渝BH0557渝
BH0811渝BH0967渝BH1008渝BH2816渝BH2909渝BH3537渝BH3873渝BH5138渝BH6689渝BH7200渝BH8205渝BH8863渝BH9375
渝BJ1735渝BJ2389渝BJ2319渝BJ2326渝BJ2722渝BJ3022渝BJ3762渝BJ3998渝BJ5859渝BJ6090渝BJ6539渝BJ6728渝BJ6757渝
BJ6879渝BJ7176渝BJ7872渝BJ8681渝BH6366渝BH8010以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
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等，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重庆市蜀都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长寿
分公司渝B82161渝BB0228渝BD7651渝BD8280渝BF1871渝BF1651渝BF1920渝BF2700渝BK0028渝BK0060渝BK0075渝BK0081渝
BK0023渝BK0369渝BK0082渝BR8280渝BB0615渝B98887渝B97895渝B96596渝B92155渝B91371渝B90661渝B84845渝B83185渝
B80145渝B80389渝B81106渝B79371渝B79468渝B73522渝B80006渝BK1156车,与车主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车未参加车辆年度
检验及车辆保险,登记证书.行驶证和牌照无法收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与以下公司联系，并向车管和运管部门申请办理
注销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将按规定申请牌证公告作废。重庆市綦江区旺真物流有限公司渝BX2008车辆与我公司失联，请车主见报之日
起3日内到我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及办理车辆年审等事宜，否则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重庆市綦江区成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C5161渝BN6993渝BH2358渝A31N63渝BH7688渝BN2655渝BN6739渝BN6711渝BN3137渝BH1117渝BL9081以上车辆与我公司失联，请
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我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及办理车辆年审等事宜，否则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合成万盛分公司渝A89862营运
证500110050504遗失作废。文再菊道路经营许可证500240002343遗失作废。锦鑫公司渝BS0597营运证500110040408遗失作废。重庆金轮运输
有限公司渝BD5275营运证500115032087遗失注销.渝BD5270营运证500115031659遗失注销,渝BD9113营运证500115030921遗失注销.渝
BD9365营运证500115032086遗失注销.渝A6G712营运证500115032173遗失注销.渝BF2208营运证500115031635遗失注销.渝BM6990营运证
500115032203遗失注销.渝BP0851营运证500115042961遗失注销.渝BF3765营运证500115032953遗失注销.重庆金轮运输有限公司渝BM6693
营运证500115033318遗失。重庆缘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7682挂营运证500110008477渝B7672挂营运证500110009505遗失作废。重庆传骑
物流有限公司渝B1A218营运证500115046847遗失作废。丰富公司渝A31233营运证500110012090渝BQ7508营运证500110052457遗失。重庆
恒灿公司渝BR8386营运证500110016445遗失作废。九辉公司渝A93631营运证500115040152遗失作废。路港公司渝BR3018营运证
500110013819及卡遗失作废。义明公司渝DW7877营运证500109010916遗失作废。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渝BR3207车辆脱审，且行驶证
前后车牌照营运证未还回公司，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完善以上事项，逾期公司将按车管所有关政策作废处理。由此造成的后
患由挂靠车主自行承担。恒泰公司渝C67622营运证500383012064 遗失。重庆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6A893 营运证遗失作废。

公 告
重庆东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履定2017

年11月转让，请债权人于2017年9月13日
起3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出据债权相关资料，
过期未提交而产生的后果自行负责，联系电
话:王女士15086778617。

重庆东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
公 告

兹有重庆蓝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况华[渝建安
C(2015)0053411]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现已失去联
系，请况华见报后尽快到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否则，公司
将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重庆蓝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9月13日

湛明（身份证号码 51232419771220189X）于
2017年9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在绕城复兴服务区
遗失身份证、驾驶证正副本、从业资格证，声明作
废。(如拾者归还必酬谢，电话15310987198）

公告：兹有我单位员工谢永红（身份证号码：
51021319701219****）于2017年8月20日起旷工
至今，公司根据相关管理制度，视其为自动离职。
重庆安仁工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小鸽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322342476D)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7年9月13日

●重庆金载汽车渝BN5958 营运证遗失补办●毕海鸿升物流公司渝BJ7270营运证500110052404遗失●重庆市双福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500115005110、遗失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大嘴巴教育咨询中心遗
失于2016年10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190824115667，声明作废
奉节县杨婆婆私房菜遗失2008版增
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
发票代码：000008101200，发票号码：
13522874-13523023，声明作废
遗失2012年1月11日核发重庆圆周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500113000048104、税务登记证国、
地正本500113588925636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00110000003967）、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10688945378）、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88945378）声明作废

通 知
公司已对严重违纪（旷工）员工徐波、张华、白忍作出

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请务必于9月15日前回公司人力
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归自行担责。

公 司 员 工 任 洪 嘉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510202195611154153，你于2016年11月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我公司多方联系你未果，无法通知你本人。现书面
通知，请你于2017年10月13日前回公司完清员工正常
退休手续，如逾期未归，公司将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及相关劳动政策办理你的退休手续及停止社保费用交
纳，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担责。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KM4P2R的重庆渔
家亲戚实业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渔家亲戚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重庆市大足区诚扬建材经营部（税号
91500225MA5UEX5J16）遗失通用
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发票代
码 150001620531， 起 止 号 码
11476726-114767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米平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米平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芳芳幼儿园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蔡家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5721301，声明作废
綦江县经委机关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正本，证号：工法证字第
231900113号，法定代表人：佘中平，
声明作废
本人肖玲不慎遗失重庆业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凡尔赛花园二期高层车库
4-负2-1099号车位收据一张，收据
编号：0047622 金额105600，特此申
明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欢腾美容信息咨询服务
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29021972101804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晟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4D713J）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泰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8450647098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7073.6万元减少为3968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1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康亭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UL0KEXD）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
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30万元整。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
定，自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请各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2017年9月13日

遗失2017年4月20日核发的重庆佰特柏丝科技有限公司凰城华府分
店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J1TC2X，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8月23日核发的重庆佰特柏丝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7DKB4W，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小燕灯饰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5L227U）投资人
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
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500101600347508作废◆于洪江遗失小学高级教师任职资格
证，证号:01191011800，声明作废◆巴南区资格味便利店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
证号:SP5001131650083190,声明作废◆李琼遗失残疾证，证号：51021419811225554944声明作废◆浩博广告制作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00101198506024971，声明作废◆渝北区顺星楼餐馆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09198611289112，声明作废

◆刘万平遗失汽车驾驶员等级证书（四级/中级技
能），证书编号：1131001163401095，声明作废◆许华权遗失大坪医院医疗票据，票号161422967438，金
额1145.04声明作废。2017年2月6日◆遗失孔德昌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9196603183290作废◆重庆市铜梁区的赢泽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王域杭出生医学证明L500013787作废◆遗失 2017年6月21日发马安霞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5UNCRR4D作废◆遗失重庆澳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
号500902000018236）公章、财务章、法人章作废◆遗失2017.4.20发福建泉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J00L9Q作废◆李太静的资料员（城建档案员）证书
（编号：渝1512012008054）遗失作废◆声明：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中路社区企业联合基层工
会委员会印章，因本社区居委会拆建搬家而无慎遗失◆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天诺鑫旺药店机构信用代码
证，证号G1350011806710460J作废◆遗失叶刚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7600038424作废◆遗失2016年11月15日发重庆凯上锦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MA5U8DN92N，声明作废◆声明：北部新区及时雨汽车零部件加工厂遗失
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李小面餐饮服务部遗失2016年6月6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3B2L4L作废◆陈佳龙在2017年9月9日重庆南岸区遗失身份证，证号：
22072219880605423x，特此声明作废◆重庆市万州区泰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作废◆王旭遗失税务登记副本,证号:渝
50023219920210083701,声明作废◆渝A9T777营运证500100001524遗失作废◆吉意运输公司渝BL3O99营运证5OO11OO39634遗失作废◆卢学武二代身份证432524199011104077丢失，声明作废◆遗失徐超注册编号为渝 215131442645 的
二级建造师注册印章，声明作废◆黄治才渝GD0216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0008909作废◆本人杨芳遗失渝北区流星花园购房发票一张,房号1栋
29-4，发票号码:00709802，发票金额:863700元，声明作废◆桐君阁大药永川区临江镇一百零四店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3834005004)声明作废◆遗失北部新区经开园云鸿汽车修理厂（经营者唐勇）营业执照正
副本2016年4月27日核发注册号500904600022977，声明作废

◆徐亮遗失土建施工员证书号：50151010090137作废◆遗失潼南县潼新宏润新型建材厂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23200022238声明作废◆重庆天边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
税号500107552037207，声明 作废◆声明:重庆宜安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078073807)，声明作废◆艾云碧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13600210598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骐祥荣科技有限公司通用机打发票第一联，
代码150001620230，发票号码0111447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县古明月办公设备经营部二分店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22319920712063801声明作废◆重庆市谭老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240007869570）、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3166854-X）作废◆遗失彭水县万寿山养蜂专业合作社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243554058140，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2月4日核发的成都振鑫荣建材有限公司梁平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8300065786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0月30日核发的重庆兆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300049746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捷佳祥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78035062）声明作废◆重庆市渝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建筑业统一发票（自开）发票
代码250001520105发票号码00234158，00234157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金三角黄腊丁昌明酒楼，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500105600213464声明作废。◆赵怡娟 西南大学网络教育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本科毕
业证遗失，证书编号：106357201405009781声明作废◆遗失母亲吴彩霞之子李秋翰，于2004年10月23日在
重庆嘉陵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伍清秀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医
药费专用收据，发票号是000015571，声明作废。◆任清仕遗失2013年3月1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171017，声明作废。◆重庆长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2016.5.19发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962984885副本号1-1-1作废◆重庆市江北区顺吉玻璃加工厂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10222197205119218，声明作废。◆个体户穆义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22219720511921804，声明作废。◆遗失声明：沙坪坝区周越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60038574,声明作废。◆遗失胡林营业执照正本500226600352134作废◆纳税人曹世华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2326700111051，声明作废

品 牌 婚 介

美的缘十年68067356可成功收费

◆重庆市展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渝GA2808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384003775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万里）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宣布自2017年9月
1日起全面取消手机用户国内长途费和漫
游费（不含港澳台地区），实现全国统一通
话资费。但4G时代，网民可能更关注的是
流量费的变化。近日，中国联通携手推出

“百度圣卡”，最低仅需9元即可办理，免流
量使用手机百度、爱奇艺、百度地图和百度
贴吧，解决用户的流量尴尬。

“周末来不及赶回家看《中国有嘻哈》
总 决 赛 ，但 又 想 支 持 重 庆 的 Rapper
GAI”，李小姐告诉记者，“还好我已经办了
百度圣卡，在外面一边和朋友聚会一边开
着流量看爱奇艺视频，特别爽。”据了解，李
小姐所说的百度圣卡是百度与中国联通携

手推出的，月费最低9元就可以免流量费
使用手机百度、爱奇艺等主流百度系应用。

互联网时代大家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流
量，“流量贵”、“每月流量不够用”已成为广
大市民的一大痛点。“百度圣卡”迎合用户
需求，月费最低9元用户就可以免流量刷
手机百度信息流与短视频、看爱奇艺视频、
用百度地图导航、刷百度贴吧。据悉，百度
圣卡除了9元小圣卡，还有19元大圣卡和
59元超圣卡。19元大圣卡和59元超圣卡
除了百度系应用免流量外，还包含一定时
长的通话时长和流量包。如大圣卡套餐包
含1G国内流量，超圣卡套餐则包括4GB
的流量包和200分钟的国内通话时长。对
于普通大众来说，通话需求不那么高，19元

的大圣卡是最为划算的。
“提速降费”近年来被多次提及，百度

圣卡不仅是其具体的实施，也是“互联网+
运营商”合作模式的具体落地。通过免流
量的套餐卡，让用户能够在任何场景无

所负担地使用流量。目前运营商已经采
取通话免费、取消漫游资费等措施“提速
降费”，未来仍需探索更多的解决方案，
让越来越多的网友随时随地无压力地使
用网络。

本月23日14点，本报力邀华西种植
专家直播种植牙手术，现全市征集50名缺
牙者前来观看。拨打023-63907709报名
享种牙送牙冠！

想做种植牙却又因为不够
了解而下不了决心？那就亲眼
来看看吧！

重庆晚报携手瑞泰华西口腔特别开展
种植牙手术开放日活动，旨在让更多缺牙
者通过近距离观看种植手术过程并与专家

“0”距离互动，直观而全面的了解种植
牙。本月23日，拥有近二十年种植经验的
华西知名种植专家将亲自操刀上演“种植
牙手术直播”，届时观众可在直播大厅同步
观看手术情况，并由另一位种植名医现场
讲解手术详情，揭开种植牙的秘密！

微创时代 种牙不用再恐惧

随着口腔技术的发展，种植牙受到越
来越多的青睐。但大家真正直接近距离
亲自观看微创即刻种植技术的机会并不

多，因此，为了
让大家能更近
距离真切了
解种植牙手
术全过程，消
除一些对种
植牙的困惑
和恐惧，瑞泰
华西口腔特
意举办了本
次“种植牙手
术直播”。

种牙手术开放日 晚报邀您看直播

取消漫游费还不够
百度圣卡打破重庆话费套餐底价

华西口腔医学院教授领衔
种植牙手术直播活动报名中

现在报名参与种植牙直播开放日
活动，即可享受与华西口腔种植专家面
对面沟通，享免费口腔检查以及种植方
案设计！50 个名额先到先得！拨打
023-63907709报名即享：

①预约抽大奖，精美礼品免费拿
（限前50名预约者）；

②种牙砸金蛋，诱人金额抵现券
任你砸；

③国际一线指定品牌植体优惠
500~1500 元，晚报客户专享种牙送牙
冠！

上市公司2017年半年报披露业绩
表现喜人，整体增长达18%。那些在主
动投资中能够扎根行业、精选个股的基
金公司，旗下产品更是收获了不错的净
值涨幅。以东方基金为例，旗下5只权
益类基金今年来收益率超过 10%。

Wind资讯数据显示，Wind资讯数据显
示，东方睿鑫热点挖掘A、C近三个月分
别收获21.55%、21.25%的涨幅，均跑赢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近16个百分点，双双
位列同类产品前1%梯队。另外两只绩
优权益产品——东方新兴成长和东方策

略成长今年来分别录得12.83%、12.42%
的收益率，均超越同期同类产品平均水
平。此外，东方新思路A的年内收益率
也超过10%，达到10.26%，超越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逾6个百分点，为投资者创
造了不俗的回报。

东方基金旗下5只权益类基金年内回报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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