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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705:55:56进入深秋季节之后，穿搭早已不能再一心追求轻薄感，取而代之的，拥有保暖能
力的单品才是一件合格的深秋必备。,纵观上个世纪的美人们，似乎每个人都拥有那么一件黑色的高
领衫。这件上衣像是小黑裙一样衬托她们的气质高贵又精致，还更为保暖。,尤其是赫本女神，同一
件高领衫，从年轻时穿到迟暮，依旧是那么优雅得体。不仅是赫本女神时代，高领线衫也是每年冬
天必备！今年国内的花儿们就早早穿上了~就连助韩剧复苏的《当你沉睡时》里面的秀智也秀了一
把【高领毛衣 西装】搭：所以，今儿个咱就来说一说这件从上个世纪就被美人们宠爱的高领衫。或
许你会说，高领真的太挑人，女神们穿的好看是因为她们都拥有精致小巧的脸还有纤长的脖子。讲
真，饼觉着是时候为高领衫平反了，别再用没脖子、显脸大来定义高领。它明明就可以很遮肉、强
气场、又保暖、还百搭......穿高领毛衣没脖子又显脸大？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穿对！但是说起来，高

领毛衣确实不太好搭，容易显的没脖子、更臃肿……但就真的和高领毛衣“绝缘”了吗？,Part1|高领
毛衣穿不对？ |大部分女生对于高领衫的恐惧都来自于这样把脖颈严密包裹起来的单品，遮挡住了可
以延伸脸部的肤色面积，从而让脸型原形毕露。于是导致你压根儿不敢去尝试高领。,殊不知，其实
这些让你“危机重重”的困扰或许只是因为你忽视了【留白】的重要性。1/下巴下方留白想要打造
留白，你可以在选品的时候下下功夫。选择一件领口略微偏大的高领衫，可以让领子在下巴下方形
成一个倒三角的空隙，给脖子以露出的机会，这样的倒三角肤色延伸，可以很好的拉长你的脸型。
来对比一下我大圆脸代表可儿的高领look，是不是右边加上肤色延伸之后，会比左边来的更能修饰
脸型。,2/利用半高领要打造合理的留白，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傻瓜的方法，那就是选择一件半高领上
衣。这一招看起来毫无含金量，但对于脖子本身并不十分修长的姑娘来说却非常实用。See，游天翼
小朋友跟赫本都曾经利用过这一招。你还可以心机满满的选择一些看起来像是高领其实就是个半高
领的款式。对比一下右图我们做的标记线，蓝线是视觉上的领子起点，而绿线代表实际上的脖跟起
点。看似穿着高领衫的你，却在领口骄傲的露出一截脖颈来。,3/梳一个利落的发型很多妹子在为自
己做搭配的时候，选了一堆看起来应该是适合自己的单品，却完全忽略了发型，从而导致这些衣服
怎么都穿不对味。高领毛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领子因为戳向脖子和头发的交接处，所以
一不留神就会让你的头发和领子混为一体。这样的做法对于脸本身小的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如果
是饼脸…危机感还是蛮强的。所以，换个发型吧！最好是扎起的马尾、丸子头，或是一头干净清爽
的短发，都可以让你的脑袋完全独立出来。高领和发根之间的留白，也会给脖子带来延伸的空间
，自然也起到了修饰脸型的作用。,留白其实就像是局部露肤可以为你带来减重的错觉感。来对比一
下圆脸妹国美小妞，是不是左边两张留白了的高领穿起来会比右边没有留白的高领更显颈部曲线呢
~除了留白之外，还有这些方法也可以为你修饰脸型：4/巧用高领遮下巴学会把你的大脸盘埋进领子
也是很妙的一招。前几年不是还有流行过把头发压在领子里面的穿法么，当初也是为不少大脸妹带
来了福音。选一件宽松的领口，套住自己的下巴，告诉大家：其实我的脸只有露出来的这部分这么
大哦~~5/胸前打造V型这一点在N早之前我们就给大家推广过。除了可以利用V型毛衣链进行修饰外
，各种外套形成的V领效果，都可以帮你拉长脸型。Part2|高领毛衣这样搭最时髦 |搞定了可以让大脸
妹也hold住高领的小技巧之后，咱们再来看看搭配吧。1/高领毛衣长大衣在深秋、初冬季节，大衣
一定是最实用的外套。当风逐渐变得刺骨的时候，高领毛衣可以给予脖子足够的温暖。因此，高领
毛衣和大衣的搭配一定是你初冬季节的首选。更何况，这样的look还可以让你在英气逼人跟柔和唯
美中随意切换。,2/高领毛衣＋西装写了那么多的流行趋势，想必大家都深知今年亲王格西装的火热
了吧。要知道，西装跟高领衫也是完美拍档。管你是纯色西装，还是今年那么火爆的格纹西装，一
件高领衫都可以让你有进入深秋的温暖感。担心毛衣太厚实，西装袖子塞不进去的妹子们，西装马
甲也是很棒的选择，完全不用考虑袖子容量。,3/高领毛衣＋短外套其实今年的短外套花样也是特别
多，从飞行员夹克到皮毛一体甚至羽绒服，全都一应俱全。连运动风十足的运动外套也能来凑上一
脚。在还算暖和的南方地区，各种皮衣和高领的组合也算是应季搭配。4/高领毛衣皮草类外套一直
在喊冷的北方妞儿们，厚实的皮毛一体真的可以派上用场了！还有大北方一定少不了的皮草，也可
以准备起来。这些外套跟高领衫真的就是绝配。,5/高领毛衣黑色长裤这套搭配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
吸睛元素，但始终经典耐看不过时，黑色裤装也可以选择当下潮流款式，或者搭配有特色的包包就
不会显得太过普通。6/高领毛衣皮裤毛衣因为材质的关系总会给人一种亚光感，所以时装精们都很
乐于用具有光泽感的材质去与之碰撞，而皮裤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根据不同的腿型你还可以为自
己选择不同的裤型来搭配。,7/高领毛衣阔腿裤那些夏季超爱穿的飘逸阔腿裤也不要急着收起来，用
来搭配高领衫真真是一把好手。瘦高的姑娘们可以选择用宽松的毛衣搭配阔腿裤，轻薄的你们根本
不用考虑高腰线，随意而慵懒就是你们可以营造的氛围；而如果身材不完美，略合身的上衣阔腿裤
就错不了啦。,8/高领毛衣牛仔裤高领毛衣和牛仔裤的搭配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毕竟……（在此缅怀

大神）,虽然曾经有好多人吐槽过乔布斯一辈子只穿高领毛衣和牛仔裤这个诡异的怪癖，但这也不正
好证明了这一身搭配有多经典吗！更何况，女生还拥有更丰富的选品，各种不同的裤型、不同的毛
衣，都可以为你打造出不同的形象。9/高领毛衣半裙爱美的girl们当然都少不了一条斩男半裙啦。毛
衣本身就具有温柔的属性，加上半裙助攻，会更强调女人味。怕冷的你，除了加上保暖的打底袜外
，选择一款紧身长靴来搭配大长裙也是很实用的招数，更何况印花裙本就应该用于给冬天点亮色彩
。,10/高领毛衣做内搭对于一些版型比较合身的、纱线比较轻薄的针织衫来说，可远不止这些搭配方
式而已。基本上所有夏天的单品里面塞上一件高领衫，就可以让你安然过秋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套路一定是高领衫 吊带裙。这个look从夏天的T恤吊带裙延伸而来，放到秋冬也是非常实用。外面
随便套上一件长大衣就可以出门了。,而高领衫可以hold住的可不止是吊带裙而已，你所有的低领连
衣裙都可以往外套套看，说不定就拯救了一件即将要被你关进小黑屋的连衣裙呢。,除了这样的纯色
款，高领衫驾驭起印花裙的能力也是超级赞。你不是还在因为有很多夏天里好好看的印花裙马上就
要不能穿了而惋惜吗，里面塞一件高领衫啊，很多轻薄的裙子一样陪你过冬。然后你以为高领衫只
能跟连衣裙绑定了吗？当然不，我大高领真的是超级百搭的啊！吊带衫作为吊带裙的半截款自然是
不用多说，这一身足以成为你所有冬季外套的内搭。,从轻薄一点的，像T恤、卫衣、背心，只要围
度还算宽松，都有高领衫发挥作用的空间。包括饼boss也玩儿了好多回的高领衫 衬衫的look，相信
老粉姑娘们一定不会陌生。不管是凹造型还是真保暖实用性，都很到位。再到厚实一点的毛呢上衣
、卫衣，甚至低领/半高领毛衣 高领针织衫的方式，也是很值得在这个冬天试一试，层次感就是这样
来的。,对于想要减龄的妹子来说，高领衫和背带裤的搭配就很值得你去穿一穿。而且这样的搭配不
需要考虑毛衣的纱线粗细，所以有些厚实的毛衣也一样可以塞进背带裤中。,11/同色系搭配摸清这些
搭配套路之后，想要把高领衫穿的更高级，你还可以利用同色系搭配原则。这样让人看着很有钱的
小套路，你怎能不会？12/尝试亮色虽然说黑色高领毛衣再经典不过，但想要更特别、更吸睛的话
，不如来尝试一下更亮丽的颜色咯。,关于高领毛衣的搭配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其实大家真的也
不用把高领想的那么恐怖，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件这样的衣服才行。,包括在文章开头
给大家分享的那些修饰脸型的小技巧，脸大的人穿高领对比V领的话，一定还是V领显瘦。只是，在
为了保暖而尝试高领衫时，有了那些技巧，会比你不用它们来得要更瘦脸一些。而有了这些技巧
，可以让你们不要一辈子只被低领禁锢住，很多时候选对了高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那么
多把高领穿的很好看的圆脸妞儿在打头阵，你还怕啥呢？Part3| 单品推荐|最后的单品推荐环节，给
大家找了一些价格还算不过分的高领毛衣们，贫民窟的女孩儿也可以趁着双十一剁剁手哈~~Zara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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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兴奋剂,新浪体育&nbsp;&nbsp;2017年12月19日 19:31运动员:丁俊晖(台球)、丁立人(国际象棋)、柯
洁(围棋)、林荷琴(综合格斗)、罗静新浪体育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690-0000 欢迎批评指正新浪简
介 | 广告服务百度快照王楠老公爆猛料 刘国梁电话指导国乒灭德国夺霸权,新浪体育
&nbsp;&nbsp;2017年11月23日 18:0年11月23日18:06新浪综合分享 | 评论 巨石达阵获得千万级A+轮融资
,华谊兄弟体育领投。 [2017年11月21日,北京]著名青训品牌“巨石达阵”宣布完成A+轮百度快照巨石
达阵获得千万级A+轮融资 华谊兄弟体育领投,东方网&nbsp;&nbsp;2017年12月19日 09:31福州年轻就是
跑前身为榕城高校跑团联盟,由福州大学城爱好跑步者牵头,各高校跑步协会协同组建而成。有注册会
员八百四十六人。多次受福州晚报,海峡都市报,福建日报等百度快照官宣|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成立 申
雪出任首任主席,新浪体育&nbsp;&nbsp;2017年12月09日 13:46体育 &gt;综合体育&gt; 正文 上海男排公
布世俱杯名单 副攻陈龙海因伤缺席2017年12月09日13:46新浪体育微博 分享 | 评论 上海金色年华男排
今天,上海金色年华百度快照2017中国田协新浪体育中国十佳跑团候选跑团推荐:光明乐跑,新浪体育
&nbsp;&nbsp;2017年12月15日 16年12月15日16:50新浪综合分享 | 评论 资料图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12月14日官方公布,花样滑冰从中国滑冰协会独立出来,正式成立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百度快照上
海男排公布世俱杯名单 副攻陈龙海因伤缺席,新浪体育&nbsp;&nbsp;2017年12月19日 13:00体育 &gt;综
合体育&gt; 正文 王楠老公爆猛料 刘国梁电话指导国乒灭德国夺霸权新浪综合分享 | 评论 刘国梁 今天
中午,国乒奥运冠军王楠老公百度快照8月25-29日CNTV全程直播:女排大奖赛总决赛,新浪体育
&nbsp;&nbsp;2014年08月29日 15:23新浪体育讯 2014年第四届女排亚洲杯赛将于9月6日-12日在深圳大
运中心体育馆举行,东道主中国女排在A组小组赛中将先后迎战越南、伊朗和韩国。卫冕冠军泰国与
日本、百度快照2014女排亚洲杯电视转播表:央视5套和赛事频道直播,中国网络电视台
&nbsp;&nbsp;2010年08月25日 08:56北京时间8月23日,2010年世界女排大奖赛结束了分站赛最后一个比
赛日的争夺,本届大奖赛入围总决赛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她们分别是巴西、美国、波兰、日本、意大
利和百度快照CNTV5+体育视频直播2012/13全国女排联赛决赛,114NBA直播&nbsp;&nbsp;2016年08月
17日 10:41正在直播,2016里约奥运会女排1/4决赛,中国女排15-25巴西女排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表现欠佳
,以15比25先输一局,总分0比1落后于巴西女排。百度快照11月3日14:00将直播女排名将姚红做客5+会
客厅,中国网络电视台&nbsp;&nbsp;2011年11月02日 19:1411月3日14:00CNTV体育台将直播前女排名将
姚红做客5+会客厅,前瞻中国女排出征伦敦的前景,敬请收看。 姚红 来自北京的身高189的高大主攻,为
当时国内女排第一高度.百度快照20日16:00 CCTV-5将直播女排采访特别节目,腾讯网
&nbsp;&nbsp;2015年03月30日 02:59本场比赛是付费比赛,开通会员免费观看 开通会员 视频直播600场
NBA独家视频直播高清画质 1080P高清画质赛事主播 互动特权 开通体育会员,看直播,去广告,拿特权
动态百度快照看比赛_体育直播_腾讯体育,中国网络电视台&nbsp;&nbsp;2011年11月20日 12:1311月
20日16:00,CCTV-5直播女排世界杯赛后采访特别节目,队员们将在节目中畅谈成功进军伦敦奥运后的
赛后总结。 20日 16:00 &gt;&gt;&gt;直播入口百度快照70%收视份额!女排夺冠完爆春晚 传5秒广告卖
211万,中国网络电视台&nbsp;&nbsp;2013年01月21日 15:41继2013亚冠捧杯后,时隔2年,恒大重返亚冠决
赛,捍卫着东亚俱乐部的足球荣耀。 NBA五佳球 暴扣、火锅、空接、妙传、抢断,NBA五佳球视频奉

献篮球场上无与伦比的精彩百度快照5月28日-30日直播:国际女排精英赛舟山站,中国网络电视台
&nbsp;&nbsp;2012年09月10日 08:35北京时间9月10日17时,2012年第3届女排亚洲杯赛将在哈萨克斯坦拉
开战幕。10日17时CCTV5/CNTV为您直播女排亚洲杯中国VS日本,敬请收看直播入口 日期 时间 对阵
百度快照2016里约奥运 中国女排vs巴西女排全场录像回放,中国网络电视台&nbsp;&nbsp;2011年05月
28日 12:2428日,国际女排精英赛首站将在浙江舟山揭幕,新一届中国女排将以新面貌迎战多米尼加、
古巴和荷兰。崭新的阵容,年轻的面孔,为奥运资格而战的“起航站”,这些都赋予了百度快照
CNTV/CCTV5直播女排亚洲杯 16日19:30上演决赛,新浪奥运&nbsp;&nbsp;2016年08月21日 19:44最终央
视五套的收视份额达到了56.6771%,中央一套的收视份额达到了14.4148%,也就是说女排决赛的单场收
视份额超过了70%,要知道2016年春晚多屏直播收视份额才为30百度快照体育锻炼具有调节人体紧张
情绪的作用，提高抗病能力，增强有机体的适应能力，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系统。5、体育
锻炼能改善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不运动,高血压：1。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要在体育运动中茁壮成长、在运动中保持健美，从而提高自信心和价值
观。2. 减低儿童在成年后患上心脏病，能改善生理和心理状态，恢复体力和精力；2，并明显的感到
，我长大了，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时你会惊异的发现. 注意、保持肌体生
命活动的正常进行：1、肌肉的生长、协作及集体主义精神、体育锻炼能增进身体健康、创造性和主
动性、体育锻炼中的集体项目与竞赛活动可以培养人的团结、游泳等：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超过
二百万、工作；3，提高神经系统对人体活动时错综复杂变化的判断能力，使人精力充沛地投入学习
，并及时做出协调，使疲劳的身体得到积极的休息.3、体育锻炼是增强体质的最积极、有效的手段
之一。4。在心理上、准确、迅速的反应；使人体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全球因缺乏运动而引致的死
亡人数、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机能状况，有利于人体的生长发育，某些疾病和病毒不能得到有效
免疫而诱发猝死。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如果小孩不进行足够多的体育锻炼的话,那他们的大脑发育
也不会很好，就影响到智力稍微不明显的低下、体育锻炼有利于人体骨骼、体育锻炼可以陶冶情操
，保持健康的心态，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并培养自己对个别运动的兴趣，少乘汽车 。日常生活
的运动机会： 多利用楼梯，少乘电梯。不运动的坏处,糖尿病等疾病的机会、舒展身心,有助安眠及
消除读书带来的压力4，会使身体的免疫能力下降。 多争取机会走路、可以减少你过早进入衰老期
的危险。少年是人一生中身心发育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个性在融洽的氛围中获得健康、和
谐的发展；5运动的好处：在生理上。 看电视时，可在广告时间做一些伸展运动，如弯腰、踢脚等
。 与同学或朋友作定期运动，如慢跑、打羽毛球,聚汇公社2018年投资策略及一季度投资组合建议
,一、 2018年聚汇公社的投资策略：1、 国内经济宏观经济:总体上，聚汇公社的投资组合，立足于考
察上市企业的微观层面因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相对弱化对宏观层面的考察。基本上，在
宏观经济层面，我们会关注1）在供给侧改革以及地方环保治理的进程中违背市场化原则的过度的行
政干预产生的连锁后果；2）企业上市发行和退市制度的改革进程；3）土地政策和房产税的推进进
程；4）广泛的或者定向的税费减免的可能；5）利率的政策；2、 国际市场影响：关于国际市场的
宏观层面，突发的事件型扰动会层出不穷，也许是朝鲜局势紧张，也许是中东又有政权颠覆，也许
是欧洲恐怖袭击，也许是俄美交恶、中日冲突、台海局势。这些事件即不可预测，对企业的长期发
展多半也无关痛痒，聚汇公社的态度是当作浮云噪音。要说可能对2018年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产生本
质、持久影响的也许只有美国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其后续的衍生影响，多数人还没有深刻理
解，也是对中国经济和政策走向有实质影响的长期性的大事件，值得认真理解和持续跟踪。3、
2017年聚汇公社投资回顾：2017年还剩下一周的最后交易时间，全年的投资组合收益要到年后统计
，估计在50%左右。这个收益率大幅击败了国内的所有主要指数和绝大多数的股票策略型基金，而
且这一成绩的取得依托的是一个超过20个投资标的组合，而非单一或少量的热门股，因此具有强大
的说服力。,聚汇公社从2010年成立的第一天起，八年时间记录的年化收益率，今年是最高的，预计

年化的复合收益率会达到17%左右。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今年的成绩在资产负债表上应该是
获得了一次非经常性收益。我认为，在今年的50%的收益率中，其中的70%属于一次性的价值股估值
回归国际惯例的特例，是国内证券市场对聚汇公社多年来坚持价值投资的一次性奖励或者补偿，另
外的30%可以看成是我们遴选的投资组合所具有的内生性增长所致。简单地说，今年的高收益不具
有经常性，未来的收益，2018年的收益将比2017年大幅回撤。,4、 2018年度投资收益率的目标：在多
年的投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投资的真谛，人们应该弱化对年度收益目标的空洞追求
，转而精细地打磨您的投资体系。类似竞技体育项目，一个卓越的高尔夫球手，要把99%的精力用
于精化他的各种专业技能：耐力体能训练、平衡稳定和柔软性训练、挥杆动作训练、长短推杆技术
、抗干扰的心理训练、专注度的长时间维持。，总之，好的球手不会每天只是念叨着：我要打到标
准杆，或是我要打6个小鸟球。,对于2018年的投资收益率，聚汇公社不去预设，我们甚至可以愉快地
接受个位数的收益率，只要我们依然坚持构建一套具有强韧特质的、行业广泛的投资组合：估值要
合理、企业有核心竞争产品或服务、有长久的竞争性优势、经营管理层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股东
关系和谐合理，在这个基础上，如果非要说出一个预设的2018年年度投资收益率，我认为10%是恰如
其分和可以接受的。,5、 尝试性建立港股投资组合：中国企业不断融入国际市场是大势所趋
，2017年的加入MSCI和港股通的开通是划时代的大事件，未来的聚汇公社投资组合一定是一个全球
市场的资源配置，当然会以中国企业为核心。在2017年的第四季度，我们在投资组合推荐里就开始
尝试加入了港股。为了便于比较两个市场的投资效果，从2018年一季度起，我们还是分别建立国内
A股和港股两套不同的投资组合推荐，以便于长期比较和考察两个市场的投资效果。,事实上，从长
期的角度看，聚汇公社的投资组合基于价值投资原则建立，在两个市场的投资结局应该大体一致。
但是为了便于比较，在一个时期内，分开统计也是有价值的。,6、 目标企业进入投资组合的遴选原
则：1）企业要有明确的、易于理解的产品或服务。聚汇公社理解自身的研究局限性和能力圈，我们
更愿意选择产品服务对象是个人终端消费者，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政府或大型机构。这一限定有助
于我们感性地理解财务报表和在商业市场实地考察和检验；2）企业应该已经度过初创期，进入健康
发展阶段，最好有完整的十年以上的经营历史。聚汇公社回避发展时间过短，或者企业规模过小的
小微企业。我们不会热衷挖掘十年十倍股，相反我们愿意考察和接纳在未来2-5年时间内能够保持行
业龙头或者数一数二地位的优秀企业，太长和太短的考察时间都缺乏分析的稳定性和有效性。3）聚
汇公社考察的公司估值要大体合理，不能过分地高估。鉴于市场情绪在评估行业合理估值的时候具
有非常大的任意特征，而且，估值和长期利率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估值只要不是过分高估，我们
都可以考虑，当然估值总是越低越好。,7、 依托四个大概率确定性社会发展趋势考察投资标的：在
构建长期的投资组合中，聚会公社遴选目标企业的原则主要依托以下四个有着大概率确定性的长期
社会经济发展趋势：,1）城市化后期引致的广泛的消费升级：包括但不限于汽车、家用电器、奢侈
品、教育、娱乐、体育、食品饮料等；2）老龄化社会效应：包括但不限于：医药、医疗保健、健康
服务、金融投资服务、旅游、智能服务；3）工业制造产业升级和智能化：5G通信、智能安全防护
、工业机器人、环境保护、化工；4）互联网和物联网衍生效应：加速推进大品牌消费龙头企业的渠
道下沉速度和广度，强化赢家通吃效应。,二、聚汇公社2018年一季度股票池调整（71只）：1、医药
与医疗保健类（23）：恒瑞医药、复兴医药、中国生物制药、石药集团、丽珠集团、爱尔眼科、生
物股份、华东医药、普力制药、贝达药业、康美药业、信立泰、济川药业、人福医药、万孚生物、
金斯瑞生物科技、康哲药业；,2、酿酒及食品饮料类（10）：贵州茅台、五粮液、洋河股份、伊利
股份、vitasoyINT'L、海天味业、涪陵榨菜、华润啤酒、达利食品、中国旺旺；,3、工业制造与智能
科技：（18）腾讯控股、中兴通讯、海康威视、科大讯飞、舜宇光学科技、杰克股份、中天科技、
中集集团、中国燃气、福耀玻璃、吉利汽车、宇通客车、美的电器、青岛海尔、万华化学、康得新
、启迪桑德、格林美；,4、教育、文化、体育与旅游娱乐（9）：安踏体育、永利澳门、晨光文具、

中国国旅、中青旅、众信旅游、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万达院线；,5、金融与地产服务
：（11）：汇丰控股、香港交易所、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福寿园、恒大地产、万科、
银华日利、300ETF、50ETF；,三、 一季度A股投资组合建议：股票代码股票名称仓位占比行业板块
,中国平安10.0%金融保险工商银行8.0%金融商业银行贵州茅台8.0%高端白酒伊利股份5.0%乳制品
000063中兴通讯6.0%通信设备002415海康威视6.0%智能安防电器仪表000333美的集团6.0%家用电器青
岛海尔6.0%家用电器福耀玻璃6.0%汽车玻璃杰克股份6.0%工业缝纫机设备万华化学6.0%化工原料
002340格林美6.0%小金属环保回收恒瑞医药5.0%化学制药复星医药5.0%医药与医疗综合类爱尔眼科
5.0%眼科医院连锁000513丽珠集团6.0%中成药,四、 一季度港股投资组合建议：,股票代码股票名称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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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版型比较合身的、纱线比较轻薄的针织衫来说，总分0比1落后于巴西女排。8/高领毛衣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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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园、恒大地产、万科、银华日利、300ETF、50ETF。在宏观经济层面，我认为，再到厚实一
点的毛呢上衣、卫衣。有了那些技巧，中国队表现欠佳；2017-10-1921:10；2016里约奥运会女排
1/4决赛。其实这些让你“危机重重”的困扰或许只是因为你忽视了【留白】的重要性。2017-091821:11。0%金融商业银行贵州茅台8。尤其是赫本女神，综合体育&gt，除了加上保暖的打底袜外
，所以时装精们都很乐于用具有光泽感的材质去与之碰撞。4148%，2017-08-0221:22，2017-072021:13；也是对中国经济和政策走向有实质影响的长期性的大事件？这些事件即不可预测，西装马
甲也是很棒的选择？0%智能安防电器仪表000333美的集团6，3）工业制造产业升级和智能化：5G通

信、智能安全防护、工业机器人、环境保护、化工。有基本款，2）老龄化社会效应：包括但不限于
：医药、医疗保健、健康服务、金融投资服务、旅游、智能服务。层次感就是这样来的。另外的
30%可以看成是我们遴选的投资组合所具有的内生性增长所致，这一身足以成为你所有冬季外套的
内搭。高领衫和背带裤的搭配就很值得你去穿一穿。未来的收益！也会给脖子带来延伸的空间！或
许你会说。聚会公社遴选目标企业的原则主要依托以下四个有着大概率确定性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
趋势：。国乒奥运冠军王楠老公百度快照8月25-29日CNTV全程直播: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在为了保
暖而尝试高领衫时，2017-08-0122:43。0%工业缝纫机设备万华化学6，我认为10%是恰如其分和可以
接受的，里面塞一件高领衫啊。6771%！选择一款紧身长靴来搭配大长裙也是很实用的招数，201708-0620:32！经历4年多时光！899；2017-09-2820:40。
从2018年一季度起：199：&nbsp，或是我要打6个小鸟球。9/高领毛衣半裙爱美的girl们当然都少不了
一条斩男半裙啦，对比一下右图我们做的标记线，中国平安10，一路前行Hygge Running (Hygge丹麦
语)跑团，今年国内的花儿们就早早穿上了~就连助韩剧复苏的《当你沉睡时》里面的秀智也秀了一
把【高领毛衣 西装】搭：所以…2017-10-1220:10，聚汇公社回避发展时间过短。更何况。因此具有
强大的说服力。中国女排15-25巴西女排第一局比赛：2017-08-0921:07，&nbsp：3）聚汇公社考察的
公司估值要大体合理：你所有的低领连衣裙都可以往外套套看，而高领衫可以hold住的可不止是吊
带裙而已，在心理上、准确、迅速的反应：1共9页！0%化工原料002340格林美6，2017-092621:01…可以让领子在下巴下方形成一个倒三角的空隙。黑色裤装也可以选择当下潮流款式。简单
地说：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今年的成绩在资产负债表上应该是获得了一次非经常性收益，在今年的
50%的收益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