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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时装周搭平台助学生创业
推动中国时尚创意产业
13日，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办 创业、就业的孵化器和助推器。今年，大
的 2018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在京开 学生时装周将全面开启创新与孵化相
幕。来自国内外 54所高等院校参与动 结合的模式。会务组方面表示，近年来，
态发布和优秀作品展。本届大学生时装 服装产业链上新的机会在酝酿，而新生
周引入诸多产业平台和品牌，增强创意 代时尚消费环境也进入了成长期。抓
孵化力量和市场对接资源，促进大学生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模式创新是时装周“转型升级”重新定
创业就业，推动中国时尚创意产业。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 位和出发之必要手段。
时装周期间，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说，很多应届毕业生对产品计划、营销
推广、数据分析等并不熟悉，在创业初 将联合国内外知名时尚机构策划举办
期较难获得零售渠道订单、资金支持 一系列推介会、校企直通车等，加强专
等。本届大学生时装周将聚焦新锐设 业院校、企业和时尚机构间的对接。未
计人才与市场的对接，除了毕业生设 来，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将为大学生
计作品发布，还将举办专项展览、设计 创业就业提供更多更具体服务，逐步引
大赛、专业评选等近 80项专业活动。 领优秀时装设计毕业生走向更广阔的
北京晨报记者 余雪菲
大学生时装周已成为促进大学生 舞台。
■商讯速递

银座推出 5 月专属福利

在五月这个充满爱意的季节，夏日
的激情活力也不断生长，即日起至 6月 6
日为了契合专属初夏的活泼与欢脱，银
座 mall带你感受五月特有的欢乐与爱。
生活唯有美食与爱不能辜负。在这
个母爱弥漫的季节，让知心的体己话与
温暖美食带来的快乐气氛在五月里无
限的蔓延，来银座 mall当日消费满
2688元，即可获赠日本进口零食封口
机（限 300个），当日消费满 5688元，即
可获美的养生壶一个（限 100个）。
5月推出会员独家福利。银座

mall特别的爱只能送给最特别的你。
会员凭借 300积分即可参与抽奖（每
人每天最多抽三次），当日消费 600元
即可参与抽奖，注册会员可多抽一次，
当日消费满 1200元可以抽两次（每人
每天最多可以抽两次），送出 LG照片
打印机、飞利浦剃须刀、jansport书包
（余雪菲）
等礼品。

中国 PPP 蓝皮书填补我国学术空白

日前，
首部《中国 PPP蓝皮书：中国 PPP行业
发展报告（2017~2018）》发布会在京举
办，填补我国 PPP学术空白。
《 中 国 PPP行 业 发 展 报 告
（2017~2018）》是中国 PPP行业创新
发展领域研究的具有公允性和权威性
的综合研究报告。此报告顶层理论结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余雪菲）

合实践，聚焦 PPP投资政策和实务，针
对 PPP推广过程中的金融服务、产业
导入、运营管理和咨询服务、风险管理
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 PPP
一线人员实践操作的必备书籍。
支持方国投信达集团专家表示，本
书的问世填补了在学术领域系统性研
究中国 PPP行业创新发展的空白。

2018 中比金融科技论坛在京举办
北京晨报讯（记者 余雪菲）日前，
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与比利时
驻上海总领事馆布鲁塞尔外国投资与
贸易促进局共同主办的 2018中比金
融科技论坛在京举办。论坛聚焦金融
科技发展态势，增进金融科技领域的
国际交流。

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国
培机构董事长刘勇表示，区数字化、场
景化、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等正在成
为金融科技的主要特点。未来，金融科
技想像力无限，其向消费领域、智慧城
市管理等非金融领域的衍生同样值得
期待。

中欧基金获 20 周年
“
金基金 - 股票投资回报基金管理公司”大奖

继四度蝉联“十大金牛基金公司”
大奖之后，中欧基金在第十五届中国
“金基金”奖评选中，凭借出色的业绩表
现和综合实力，再度捧得基金 20年
“金基金 -股票投资回报基金管理公
司”大奖。同时，中欧基金董事长窦玉

明先生，荣获基金 20年“金基金”行业
领军人物大奖。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
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末，
中欧基金旗下权益基金过去六年平均
股票投资主动管理收益率高达
233.82%。

A股
“
入摩”渐进 提前布局 MSCI 风口

5月 15日凌晨，MSCI公布其半
年度指数调整结果，234只 A股被纳
入 MSCI指数体系，今年 6月 1日起
生效。这也是 A股正式纳入 MSCI指
数前的最后一次成分股调整的时间窗
口。理财专家建议，在均衡配置的基础
上，投资者不妨积极关注一季报中业

绩改善的 MSCI标的股中的蓝筹股。
据悉，长信基金旗下长信价值蓝筹两
年定开混合正在发行中。该基金聚焦
需求稳定、具有增长潜力的成熟行业，
或未来发展趋势、增速较快的龙头行
业，精选具备高安全边际的蓝筹股进
行投资。

乐多港奥莱亲子嘉年华再度来袭
“五彩童真 缤纷海洋”亲子嘉年华第二季启动

六一儿童节将至，乐多港奥特莱斯购
物中心推出“五彩童真 缤纷海洋”亲子嘉
年华第二季大型活动。6月 3日，200组家
庭、近 600人将相聚乐多港奥莱，互动闯
关，共度愉快周末。
此次亲子嘉年华活动由北京晨报、乐
多港奥特莱斯购物中心联合打造，旨在儿
童节期间，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温馨自由的
活动空间，让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体验
各种趣味活动，丰富家庭生活，欢度假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活动也是一场公益爱
心活动，北京晨报、乐多港奥莱联手献爱
心，通过 9958项目，帮助在各类意外伤害
事件中受伤的儿童。
据介绍，9958项目是中华少年儿童慈
善救助基金会四大主项目之一，于 2011
年开通被称为“大病儿童救助 110”的儿童
紧急救助热线 400-006-9958（救救我
吧）。项目秉承给予孩子爱的温暖的理念，
坚持“救急、救命、快捷、实效”的原则，救助
在各种困境中的少年儿童。
乐多港奥莱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举
办此次“五彩童真 缤纷海洋”亲子嘉年华
第二季，为孩子们布置了有趣的场景，设置

通关关卡，举办亲子趣味闯关以及倡议活
动，增进家长与孩子之间互动，搭建互动平
台，让孩子们享受快乐童年。我们还联合
9958项目公益项目，希望孩子们愉快活动
的同时帮助那些困境中的同龄人，度过一
个真正有意义的儿童节。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有趣，设置五个关
卡，包括暖心闯指压，齐心过火线，快乐穿人
墙，合力扔沙包，祈福为患儿。此次参赛以家
庭为单位报名，孩子年龄在 3岁 -12岁之
间，每个孩子由一名大人陪同。可以通过北
京晨报读者俱乐部微信公众号报名。
大家只要报名参加活动就可以获得闯
关手册和活动主题马甲。乐多港奥莱还推
出超大活动福利，报名参加亲子跑嘉年华
活动就可以获得乐多港奥莱商家代金券，
丰富的比赛奖品，还能参与抽奖活动。优惠
多多，惊喜不断，就等您来报名！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奥莱购物中心，
乐多港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建筑面积约 15.97
万平方米，汇聚千余品牌、4000多平方米儿童
品牌集合区、10000多平方米餐饮区、15个主
题景观，拥有6000个车位的超大型停车场。
等您一起共享惊喜、欢度儿童节！ （余雪菲）

玫琳凯荣获 2017 年度浙江省
十佳国际投资企业称号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推动形成更大开放格局

5月 9日，在浙江省对外开放大会上，
玫琳凯荣获 2017年度浙江省十佳国际投
资企业称号。这是继被评为浙江省外商投
资杰出贡献企业以及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示范企业等称号后，玫
琳凯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荣誉。
玫琳凯中国副总裁张晶代表获奖企业
嘉宾参与会议称，浙江是玫琳凯中国业务
的起点，如今玫琳凯业务遍布中国，在 35
去年，玫琳凯首款保健食品成功上市，
个主要省市均设有分支机构，中国地区已
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明星产品“怡日健粉妍
经发展成为玫琳凯在全球最大的市场。
片”，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保健博览会上荣
“最多跑一次”改革
获中国保健行业优秀产品奖。这仅仅只是
助力玫琳凯在浙快速发展
玫琳凯亚太生产中心选址在杭州经济 “最多跑一次”改革助推企业发展中的一个
技术开发区内，占地超 7万 2千平方米。目 缩影。事实上，这也是杭州乃至浙江省实现
前，玫琳凯在中国拥有 16个产品系列，近 对外开放的关键。
200种产品。在张晶看来，23年来玫琳凯在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杭州的顺利发展，企业深深地体会到了杭州 推动形成更大开放格局
以及浙江政府对服务理念的贯彻和执行，特
玫琳凯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正逐渐跃
别在用地和申请业务牌照的过程中，政府部 然纸上。作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协会副
门也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和帮助。特别在 理事长单位，玫琳凯积极推动中国化妆品
“‘最多跑一次’改革之后，之前需要两至三次 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的产品备案、事项变更等事宜，也真正做到了
公益与开放，共同推动了玫琳凯的发
提交即受理，流程精简快速，有效缩短了企业 展。张晶认为，
“在建设‘一带一路’，实现共
新业务的推广周期，提升了竞争优势。
同发展的进程中，推动全球社会实现可持续
据了解，2016年，为了满足中国消费 发展不仅是各国政府的责任，商业机构也是
者的需求，玫琳凯决定拓宽产品领域，进军 其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大健康市场。原来预计需要提前半年申请，
玫琳凯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可持续发
提前 3周递交资料的公司更名项目，刚好 展目标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框架之中，充分
遇上浙江实施“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政策落 利用玫琳凯独特的商业模式在推动体面工
实，企业通过和国家各级工商部门的沟通， 作和经济增长、促进性别平等、创造美好生
最后在提交申请资料的当天现场，就获得 活等方面的优势，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
了打印完毕的新营业执照，为企业保健品 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创，推动形成更大
业务的开展足足多争取了半年的筹备时 的开放格局，助力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参与
间，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表现。
“一带一路”建设。
（余雪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