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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莉玛成为新加坡首位女总统
愿与国人“
同心同行”
新加坡总统候选人哈莉玛·雅各布 13 日中午顺利完成竞选提名程序，选
举官宣布哈莉玛自动当选，她将于 14 日在总统府宣誓就职。 哈莉玛由此成为
新加坡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也是继首任总统尤索夫·依萨之后的第二位马来
族总统。 哈莉玛在当选演讲中说，虽然这次选举是保留选举，但她不是一个有
保留的总统。 她将和所有国人一起“同心同行”。

创政坛多项纪录

哈莉玛 1954年 8月 23日出
生，现年 63岁，育有 5名子女。她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去
年 7月获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博
士学位。
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服务
30多年后，哈莉玛踏入政坛。经过
2011年议会选举，哈莉玛成为新
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
部长，也是新加坡首名马来族女性
政务部长。2012年，哈莉玛进入内
阁。2013年，哈莉玛成为新加坡国
会议长，也是新加坡历史上首名女
议长。
今年 8月初，哈莉玛辞去国会
议长职务，参加总统选举。哈莉玛
的竞选口号是“同心同行”，她认为
总统在为社会定调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可做的事很多，包括确保国
人的生活继续获得改善，让社会更
包容等。“同心同行”既是目标，也
是动员全体新加坡人一同行动的
呼吁。
保留制选举在新加坡引发一
定争议。针对部分新加坡人对她来
自体制内、是否能保持独立性的质
疑，哈莉玛表示，“不应专注在过往
的从属关系，而是看这个人能不能
独立地履行职责”。

不战而胜自动当选

新加坡选举局 11日
宣布，总统选举委员会只
发出一份合格候选人证
书。这意味着报名参选的
5人中只有前国会议长哈
莉玛符合条件，本届总统
人选已提前锁定。
哈莉玛自动当选，源
于此次总统选举为保留
制选举。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
种族国家，华族、马来族、
印度族和欧亚裔是主要
族群，其中华族约占总人
口 74%，马来族占 13%，
印度族占 9%。
新加坡总统是象征性
国家元首，但拥有国家储
备使用的监督权，并对一
些重要人事任命有否决
权。1992年，新加坡国会
颁布民选总统法案，规定
从 1993年起总统由议会
选举产生改为民选产生。

去年 11月 9日，新加
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改进民选总统机制，确保
少数族群有机会当选总
统。修宪后，如果连续 5届
总统选举中，某个族群代
表没有当选总统，下一届选
举只保留给这个族群竞选。
历史上，新加坡只有
过一名马来族总统，即尤
索夫。过去 40多年都未
出现过马来族总统。根据
宪法规定，2017年总统选
举保留给马来族。
据新加坡选举局公布
的消息，5名报名者中有
3人来自马来族。其中两
人是私人企业家，但没能
满足私人企业家的企业股
东权益必须达到 5亿新元
（约合 24亿元人民币）这
一参选要求，因此只有担
任国会议长超过 3年的哈
莉玛自动符合资格参选。

地铁创意释放蓝调情怀
都市人生就要活的有声有色
9月 8日在
北京地铁 1号线
大望路站，行人
纷 纷 对 TCL为
旗下新品 C5都
市蓝调电视投放
的一组可以互动
的手绘而惊艳。
据了解这些
别出心裁的手绘
是采用声光电结
合的创意互动广
告，吸引了不少
来 自 国 贸 CBD
等地工作的白领
人士驻足停留，
并拍照分享在网上引起了不
小的波澜。
此广告共有 6组手绘，
包含了比如健身、旅行等生
活场景。只需要按下对应画
面就可以互动，转换不同的
动画效果。还有对应的极具
个性的态度宣言，比如:“爱
健康，爱流汗，不做花瓶，但
要貌美如花。蓝调人生，这就
是我。”“爱老婆，爱孩子，不
是模范丈夫，但肩扛一片天。
蓝调人生，这就是我。”“爱旅
行，爱生活，不去浪迹天涯，
但能说走就走。蓝调人生，这
就是我。”
而这次广告的主角 C5都
市蓝调电视可不一般，与众
不同是赋予 C5的核心内涵。
C5采用了的星光蓝主色调，
配合发光 C标与星光蓝喇叭
网交相呼应，同时 9.9mm的

据新华社

互联网财富管理时代
浦发信用卡溢存款理财受偏爱

近日，浦发信用卡携手上投摩根，率先打
造了在信用卡行业内在 APP上实现溢存款
理财功能的理财平台，满足了用户的理财需
求。
通常来说，溢存款是指信用卡用户在还
款时多缴的资金，不同于借记卡，多还的资金

存放在信用卡里，不会产生利息。
据了解，浦发信用卡溢存款理财功能，可
让用户一键签约自动将信用卡内的溢存款进
行货币基金申购，轻松实现闲钱理财，成为
“会理财的信用卡”。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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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行家专业服务业内
入驻基金用户业绩双丰收

机身，5.6mm的极窄边框以
及 CNC钻石切割技术营造出
了一种建筑几何线条，让 C5
外观更具个性艺术感，会使家
居更显优雅、宁静和温馨。
TCL为 C5选择了精心调
校的哈曼卡顿音响，支持
DTS音效，可以拓宽音场，智
能提升对白清晰度。人工智
能小 T可以让用户无论身在
家中何处都只需轻松一句话
便可以实现影视直达、资讯
直达、操控直达等等功能。
这款电视具有独特鲜明
的个性，恰好符合了生活在
都市里，具有广阔的视野和
远大的内心向往，非常追求
品质生活的白领人群而量身
打造。这种个性便是蓝调人
生，出于对生活的热爱，都市
人群追求流行时尚中最精华
的部分，并将其引进生活成

为新的时尚。因此家作为都
市白领的心灵港湾，往往会
被收拾得别具一格，充满温
馨和情调，即使工作上的再
多繁忙和浮躁，也会让他们
感受到宁静和惬意。
正是因此都市白领们与
C5都市蓝调电视在情感上
产生了共鸣。通过一组组手
绘和态度宣言在他们心中泛
起了涟漪，忙碌的工作丝毫
没有影响到他们追求高品质
生活的内心想法，反而让他
们更加热爱自己简而奢又温
馨的家。
TCL希望 C5能够与都市
白领 并肩一起，分享工
作、生活中的喜悦和忧愁，一
起朝着有声有色的蓝调人生
去努力，为每段蓝调人生奉
上多姿多彩的美妙，用爱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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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我们的生活。

9月 8日，证监会正式公布了一批公募基
金 FOF基金名单，建信、华夏、南方等 6家公
募基金拿到 FOF批文，标志着公募基金正式
步入 FOF时代。
作为基金行业旗舰平台的京东行家，见
证并参与公募 FOF首发历史，赋能、推动基
金行业的变革。据悉，京东金融与六家公募
FOF基金公司，进行密切接触，未来将针对
互联网用户需求定制 FOF产品。
基金用户粉丝数量暴涨
自今年 4月份，互联网金融机构自运营
平台京东行家上线以来，旨在拉近基金公司
与用户之前的距离。根据京东行家页面数据
显示，截止到 9月 6日，国泰基金的用户粉丝
数量达到 52881人，用户粉丝总数量成为入
驻基金的粉丝王。
对于京东行家的上线意义，兴全基金公
司曾表示，京东行家能够实现用户的精准触
达，尤其是内容推送功能，可以将重点营销内
容推送给关注其店铺的用户，使内容可以直
接触达客户，在基金销售与客户关系的维护
上期待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同时，民生加银基金、建信基金、天弘基
金、嘉实基金、广发基金、兴全基金等用户粉
丝数量均增长迅速，尝到入驻京东行家的
“甜头”。而在粉丝数量增长的背后，正是金
融行家赋能基金行业的体现。
京东行家上线后，向入驻的基金公司提
供大数据、用户洞察信息、多样化运营工具以

及定制化的专业服务，最终帮助基金公司为
更多用户提供不同梯度、个性化及适当性的
服务，解决不同程度用户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京东金融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周宇航表
示，“京东行家”依托平台研发、运营及大数
据，致力于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向入驻机构输出包括运营服
务、用户资源及流量分发、大数据及研发支持
等三大方面服务。
日均交易额增幅大增
在用户粉丝数量增加的同时，入驻京东
行家基金公司的交易额，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京东行家信息显示，京东行家日均交易
额增幅出现大涨，完爆基金公司初期电商化
探索的交易额增幅。
一位行业人士分析道，京东行家的模式，
与前几年基金公司介入电商，进行传统代销
模式完全不一样。此次，京东金融开发其生态
以及金融科技能力，基金公司在京东行家之
上，展示十八班武艺，用优质的金融服务去吸
引用户。
为了帮助基金公司能够展现优质服务，
提升交易规模，京东行家上线以来，实现了大
数据分析和运营服务功能的迭代升级，基金
公司可以使用后台自定义模块，打造更加个
性化、精准的体验与服务。
随着各种优化工具被熟练运用，入驻京
东行家基金公司的交易额也将再次面临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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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