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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本绝技”助拜仁横扫枪手
皇马 3 球逆转那不勒斯
据新华社电 昨天凌晨，在欧冠联赛 16
进 8 首回合的一场较量中，荷兰球星“小飞
侠”罗本再次上演了“右路内切 ＋ 左脚弧线
球”的招牌绝技，从而帮助拜仁慕尼黑以 5
比 1 大胜阿森纳，基本锁定八强一席。此外，
坐镇伯纳乌的皇家马德里以 3 比 1 逆转那
不勒斯，晋级前景同样光明。
不是冤家不聚头！拜仁曾在欧冠赛场上
多次击败阿森纳，而这一次的 5 球大胜，也
基本预示着 3 月 7 日移师伦敦的次回合较
量已无太大悬念。而温格的球队将面临连续
第七个赛季止步 16 强的尴尬，教授遭遇的
信任危机也在加剧。
上半场第 11 分钟，罗本用他驰骋足坛
十多年的招牌绝技，踢出“弧线世界波”，打
破僵局，也极大鼓舞了主队气势。坚持对攻
的阿森纳，此后明显加快了节奏，紧逼拜仁，
展现出技术型球队的特点，由桑切斯通过点
球补射在第 30 分钟扳平比分。易边再战后，

威尔士斯诺克公开赛

梁文博、傅家俊
止步次轮
据新华社电 昨天，在加迪夫举
行的威尔士斯诺克公开赛第二轮比
赛中，梁文博和傅家俊分别输给了迈
克尔·怀特和罗斯·缪尔，无缘 32 强。
梁文博本赛季状态不错，赢得了
英格兰公开赛冠军，而中国香港选手
傅家俊同样表现不俗，赢得了苏格兰
公开赛冠军。昨天，两人的比赛却输
得有些意
外，梁文博
以3比4不
敌世界排名
第 23 位 的 怀
特，而世界排名第九
的傅家俊则以 0 比 4 惨败给
了排在第 70 位的缪尔。
在进入第二轮比赛的七名中国
选手中，有三人晋级。其中，梅希文以
4 比 0 轻取前世界冠军艾伯顿，颜丙
涛以 4 比 3 险胜涂振龙，周跃龙以 4
比 1 击败了戴维森。
今年的威尔士公开赛总奖金为
36.6 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 7 万英
镑，决赛将在 2 月 19 日举行。

因为拜仁仅用 10 分钟便打入三球，阿森纳
瞬间崩盘。其中，先是充当 4231 阵形中“单
箭头”的莱万多夫斯基在第 53 分钟用“泰山
压顶”般的头球，助拜仁再次领先；前腰蒂亚
戈随后低射、远射两度破门。穆勒在第 88 分

钟完成最后一击。
仅仅获得一个客场进球
的阿森纳想要在次回合翻盘，
从两队整体实力对比看，也仅有理论可能。
在另外一场较量中，尽管因西涅开场 8
分钟便用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带给意甲劲
旅希望，但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还是技高一
筹，由本泽马、克罗斯和卡塞米罗完成逆转，
有望连续第七次打进欧冠八强。

威少取赛季第 27“三双”

雷霆力克尼克斯

据新华社电 昨天，NBA 常规赛进行
了 14 场比赛，威少拿下个人本赛季第 27
次三双，帮助俄克拉荷马雷霆 116 比 105
力克纽约尼克斯。此外，金州勇士队在格林
被逐后凭借第三节的“一波流”，在主场 109

比 86 大胜萨克拉门托国王。
雷霆坐镇主场迎来尼克斯。开场尼克
斯反客为主，刚刚顶替受伤的乐福进入全
明星的安东尼，手感火烫，单节得到 19 分，
帮助尼克斯以 39 比 27 领先。主队好在威
少状态不错，他在第二节率领雷霆展开反
击，随着他送出个人第 10 次助攻、罗伯森
三分命中，雷霆半场前反超比分，以 62 比
60 领先。下半场威少持续火热，雷霆拉开比
分，带着 8 分的领先进入末节。最后一节尼
克斯奋力追分，但依然无法限制威少的个
人进攻，他抢断后暴扣得手彻底终结比赛
悬念，雷霆主场获胜。威少得到了 38 分 14
篮板 12 助攻的“大三双”，这也是他个人单
赛季第 27 次三双。
在其他比赛中，马刺 107 比 79 轻取魔
术，骑士 113 比 104 战胜步行者，凯尔特人
116 比 108 击退 76 人，猛龙 90 比 85 险胜
黄蜂，雄鹿 129 比 125 击败网，活塞 98 比
91 击败小牛，鹈鹕 95 比 91 拿下灰熊，热火
117 比 109 战胜火箭，森林狼 112 比 99 击
败掘金，爵士 111 比 88 大胜开拓者，太阳
137 比 101 轻取湖人，快船 99 比 84 拿下老
鹰。

澳游泳名将哈克特
因精神问题失踪
据新华社电 昨天，据澳大利亚
媒体报道，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
1500 米自由泳冠军、现年 36 岁的澳
大利亚泳坛名将格兰特·哈克特因精
神问题失踪。这位 1500 米自由泳前
世界纪录保持者的父亲说，目前很担
心儿子的安全，并描述他现在处于
“精神失常”状态，需要帮助。
“他确实是失踪了，而且确实有
些精神失常，我们非常担心。”父亲内
维尔·哈克特对当地记者说。据哈
克特家人介绍，近期精神上出现
问题，与家人闹僵，称自己的兄
弟打了自己，还在社交媒体
上贴上了他脸部淤青的照
片。此外，哈克特的父亲还
透露，哈克特原本预约
和一位医生以及律师
见面，但并没有露
面。

破解震荡市迷局 浦银安盛安和回报定开混合基金 2 月 15 日起正式发售

进入 2017年，A股走势可谓一波三折。2017年国内经济
将在 L型的底部整理，市场仍将在各种不确定中继续前行，
震荡格局或成短期主旋律。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在经历去年
四季度的深度调整后，收益率逐渐上行。笔者日前获悉，浦银

安盛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以下简称：浦银安和）于
2月 15日到 3月 17日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行、浦
发银行等代销机构及浦银安盛官方直销平台进行认购。

上投摩根刘阳：债券配置价值凸显 市场迎建仓良机

据悉，上投摩根于近日召开了 2017“ 洞见趋势”会议，正在
发行中的上投摩根岁岁金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刘阳、摩根资产
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受邀出席分享相关观点。对
于今年的债券市场，上投摩根岁岁金定开债基拟任基金经理
刘阳表示“整体乐观”，债券仍是配置的核心资产。

此外，在本次会议上，摩根资产管理亚洲首席市场策略师
许长泰对 2017年全球市场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分析，他认为，
从长远角度构建一个充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可谓十分重要。
糅合股票、固定收益及另类投资的多资产投资方针，能协助
投资者在风险与回报之间实现较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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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方财富网调查显示近 4成网友表示 2月份看好大盘蓝
筹，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不妨借道工银瑞信旗下“蓝筹
精品”，既省心省力，还可以规避投资个股带来的非系统
性风险。

工贸家电：新学期，有礼享
开学装备 狂送配件券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可以说“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不是只会说：哈哈
哈……当你看到帅哥时，你可以说“陌上人如
玉，公子世无双”，而不是只会说：哇塞，好帅！
当你看到美女时，你可以说“北方有佳人，绝
世而独立”，而不是只会说：我去，她好美！今
年开学，你可以不只是对孩子说“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而是给孩子配备一套“3C武器”！
工贸家电为满足广大学生、家长在新学

期对 3C产品的需求，将于 2月 18日至 26
日开启“新学期，有礼享”特惠活动，方便广
大学子在新学期配备齐全“武器”。
每年都有不少消费者到卖场让工作人
员给推荐机型。耳熟能详的“充电 5分钟，
通话两小时”是 OPPO手机经典广告语之
一，可话费这么贵，你能找到通话两小时的
人吗？活动期间运营商的鼎力支持，同学们
大可放心地煲电话，移动预存话费最高可赠

送 600元超市电子卡；联通指定用户享 4G
手机 +超值话费 +最高 9GB省内流量 +小
米手环；电信双号省内拨打全国免费单号国
内主叫 0.15元 / 分钟。学生、教师购手机、电
脑追加 50元优惠并报销市内往来公交路
费，购配件再享 8折优惠。
据工贸家电的负责人介绍，从过年开
始，3C产品就成了“抢手货”。不少上班族都
选择给自己在新年换一个新的数码装备，以

此来犒劳辛苦上班一年的自己。开学季活动
期间购手机、电脑、智能穿戴设备满 1000元
送 50元配件券，满 2000元送 100元配件
券。活动期间购新机最高抵扣 3500元！
不仅活动丰富，服务更赞。在工贸家电
体验感丰富，服务更加周到，3C导购更加专
业。在专业导购指导下，孩子上手很快，马
上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新学期，就到工贸家电换新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