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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培训重点驾驶人

2019年12月31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组织开展重点运输企业驾驶人交通安全
教育培训。会上，民警结合PPT课件，用图文
并茂的形式，组织大家学习了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安全行车常识和安全文明驾驶的基本
要求等内容，提醒驾驶人坚决杜绝“三超一
疲劳”、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闫长春)

超员上路被查

2019年12月29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五
中队开展早查行动，在夏庄街里执勤时查获
一辆面包车。经检查，谭某某驾驶的面包车核
载7人，实际乘坐10人，执勤民警对驾驶人谭
某某作出了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并对驾
驶人和乘客现场进行了宣传教育。(闫长春)

上门办理电动车挂牌

2019年12月28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组织民警员到台上社区、镆铘岛地区、
冠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等开展挂牌服务，
共办理电动自行车挂牌260余副，在办理挂
牌工作的同时，民警提醒驾驶人要时刻遵
守交通规则，保障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闫长春)

开展危化品安全大检查

12月25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二中队

组织民警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深
入辖区各液化气有限公司开展安全隐患大
检查。检查活动中，民警对企业的驾驶人及
车辆管理台账，驾驶员、押运员资质及培训
情况，液化石油气钢瓶的安全系数、车辆年
检、保险及安全性能及行驶路线等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检查。 (闫长春)

检查校车安全

1月2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
警力对辖区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的校车开
展安全检查。期间，民警着重对每辆校车驾
驶人准驾资质资格、校车轮胎、制动、消防
器材、安全手锤、外观标识及行车记录仪等
项目进行了详细检查，针对冬季雪天霜冻
等恶劣天气下校车行驶安全隐患对驾驶人
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闫长春)

培训辅警

为进一步规范新招录辅警的日常行为
养成，提高新招录辅警的综合素质，荣成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新招录的25名辅警开
展岗前培训，要求新进辅警将学习内容贯
穿于工作中，为今后更好的开展各项交管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闫长春)

护送重伤病人就医

2019年12月26日晚，荣成市公安局交
警三中队民警在辖区夜间巡逻时，一辆载
有重伤病人的轿车向民警求助。情况十分
紧急，经过简单交谈后，执勤民警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以鸣警笛、闪警灯的方式最快
速度在前面为该车引路，护送病人至石岛
人民医院，为病人接受治疗争取到宝贵的
时间。 (闫长春)

无证驾驶上路被查

2019年12月19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

五中队民警在俚李线附近对一辆三轮汽车
例行检查时，驾驶人秦某某言辞躲闪，无法
当场提供有效证件，随后该驾驶人被执勤
民警带到中队。经查，驾驶人秦某某属于无
证驾驶，民警依法对其车辆进行暂扣，等待
进一步处理。 (闫长春)

车管所应对业务高峰

2020年元旦节过后，前来车管所办理
车辆注册登记、转移登记、转入登记等业务
的群众剧增，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荣成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采取多项措施，提
升工作效率，积极应对业务高峰。当天，共
办理各类业务700多起。 (闫长春)

雨天执勤保畅通

1月6日早，荣成市区出现小到中雨，辖
区路段能见度降低，尤其早上班车流高峰
期，交通压力骤增。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一中
队立即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重点做好
市区七所小学助学岗及定点路口交通疏导
工作，适情增加警力。所有执勤民警、辅警
提前上岗，冒雨指挥疏导交通，全力以赴保
障主干道、辖区各主要路口交通畅通、安
全、有序。 (闫长春)

热情服务获赞誉

1月3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三中
队收到感谢信一封，感谢中队民警的热情
服务。2019年11月12日，一对外地夫妇来中
队办理交通违法处理、审车、审证业务时，
由于岁数大不会操作自助缴费终端，正在
手足无措时，中队民警主动上前询问并帮
助处理违章，同时积极帮忙联系车管所询
问审证、审车业务流程。 (闫长春)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1月6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六中队组

织民警走进好运角区园林管理处，开展交
通安全知识讲座。期间，民警从路面绿化作
业和园林车辆行驶的特殊情况出发，提醒
园林工人和车辆驾驶员在工作中要时刻注
意交通安全，一定要提前做好警示和防护，
避免发生危险。 (闫长春)

预约服务受赞誉

荣成市石岛远东运输有限公司新购置
了20辆大型货车，需要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由于元旦过后到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车辆
剧增，并且临近年底，企业运输任务增加，
需要尽快办理注册登记手续。车管所了解
情况后，及时与企业沟通，利用周末时间开
展预约服务，加班为企业所属车辆办理注
册登记业务。 (闫长春)

寒假前加强对在校学

生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1月6日，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在寒假
前，根据在校学生在假期期间容易发生的
道路安全事故、在校学生的道路通行知识
少和安全意识单薄的特点，积极与荣成交
警大队取得联系，取得专业部门的支持，制
定了详细的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计划
和教材，专门对在校学生上了一堂道路交
通安全课，通过对各种实例的剖析，法律知
识的讲解，注意事项的提醒，让学生加深了
对道路交通安全理解和认识。

课堂上，老师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充
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积极性，因势利导，
广大学生认真听讲，踊跃提问，仔细记录，
积极参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喜闻乐
见的一趟课深受家长和孩子的喜欢，为他
们寒假期间的道路安全上了一道安全屏
障。

(鞠红玲)

平均收益率超60% 上投摩根权益投资“百花齐放”

2019年，主动权益类基金整体

表现出色。截至2019年12月31日，沪

深 3 0 0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涨 幅 达

36 . 07%。上投摩根的表现更加出

众，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19年
12月末，上投摩根旗下股票基金算

术平均股票投资主动管理收益率

达61 . 1%，股票投资能力在纳入比

较的84家公司中排名第6。
一花独放不是春，上投摩根的优秀

绝不是单一风格的简单复制。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上投摩根卓越制造

基金、安全战略基金、中小盘基金、

新兴动力基金、智选30基金、医疗

健康基金的年内收益率全部超过

70%；上投摩根科技前沿基金、成长

动力基金、智慧互联基金、核心优

选基金的年内收益率全部超过

60%，另有上投摩根文体休闲基金

等11只基金斩获50%以上的年内回

报。

建信基金陶灿：四大因素推升高股息股票吸引力

投资中，高股息标的深受青
睐。“证券分析之父”格雷厄姆曾指
出，分红回报是公司成长中最为可
靠的部分，高股息策略在海外市场
广泛运用。当前A股处于低位弱
势，投资该如何布局？建信基金陶
灿认为，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供给
侧改革、会计准则变更、A股吸引
力提升四大因素叠加，正共同推升
高股息股票吸引力，2020年低估
值、高分红、景气平稳或趋上的板

块有望呈现防守特性以及适度的
进攻特性。

陶灿介绍，高股息股的核心
投资逻辑在于股息率。根据最优
融资次序理论，财务质量好的公
司，更倾向于支付股息。而获得
高股息的前提要素是低估值，在
相同的股利支付率下，估值越低
股息率越高，因此通过股息率选
股所得到的组合，是估值相对较
低的投资组合。

校园内外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设置了“党

员读书吧”，促进广大党员深入了

解党史和加强党的理论学习，不断

提高思想政治素养。 （张乐泉）

近日，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开展

了“倡导低碳节能，珍惜地球资源”

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教育活动，让师

生人人争做“低碳人”。（李晓丽）

乳山市实验中学近期多措并

举强化冬季安全教育，就交通、饮

食、用电以及如何应对恶劣暴雪天

气等方面开展安全教育宣传。

（张雪辉）

为了提高师生的健身意识,提
高工作效率,近日大孤山镇中心学

校举行了主题为“阳光体育运动”

学生队列比赛。 （王荣红）

为保证学生假期安全，近日，

乳山市怡园中学对学生进行了一

次全面的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安

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冷英杰）

1月2日，乳山市午极镇中心学

校开展期末复习示范课活动。通过

骨干教师引领，为复习指明方向，

为期末考试奠定了基础。（蔡永胜）

近日，南黄镇中心学校开展了

“校园是我家，我们爱护它”的主题

教育活动，号召全体师生自觉维护

校园环境和设施。 （高雪丽）

2019年度，乳山市府前路学校

为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

的师德建设活动，成效良好。

（张仲美）

乳山口中心学校为学生打造

“绿色假期”，推行综合实践、身体

素质运动、全科阅读等综合性作

业，丰富学生假期生活。

（张丽 王腾）

为打造精品课堂，冯家镇中心

学校开展体现“教学评一致性”的

课堂教学打磨活动，使教师在相互

学习中提高了课堂教学能力。

（徐晓静）

300ETF期权交投活跃 510300规模稳步上升

自上交所沪深300ETF期权
去年12月23日上市以来，1月2日
其权利金成交金额突破10亿元；
与此同时，期权合约标的华泰柏
瑞沪300ETF(510300)当日成交
超26亿元。据Wind数据显示，去
年年底华泰柏瑞沪深300ETF规
模已经突破400亿元。全市场来
看，目前华泰柏瑞沪深300ETF是

市场上仅有的三只规模超400亿
元的ETF之一，也是全市场唯一
一只规模超 4 0 0 亿元的沪深
300ETF。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基金
经理柳军表示，新增ETF期权上
市后，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将更加
多样化，有望让更多投资者更精
准地进行风险管理。

饮食不规律引消化不良频发 家中常备摩罗丹呵护胃健康

寒冬来临，围炉夜话、佐以美酒

成了抵御严寒的手段之一。但在享

受美食时，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会

导致消化不良频发。尤其是在年底

忙碌的时段，工作强度过大、天寒受

凉、多食不易消化食物等因素，都可

能引起轻微的上腹不适、饱胀、烧心

等消化不良的症状。

事实上，消化不良是一种临床

症候群，主要分为功能性消化不良

和器质性消化不良。两种消化不良

起因不一，因而在处理病情上也需

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当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时，一

方面可调整膳食，可多食山楂、西红

柿、酸奶等健胃消食的食物，促进肠

胃蠕动，有效的缓解消化不良、腹

胀、嗳气等胃肠不适的症状。另一方

面就是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

助。北京朝阳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

刘正新主任表示，当我们出现胃部

不适的时候，一是要去医院寻求解

决办法，再者也可根据自身情况及

时选择用药去进行缓解，比如对人

体无刺激性作用的中成药等。

例如中成胃药摩罗丹就是不错

的选择，摩罗丹由18味地道中药材

组成，其中君药百合、石斛、麦冬、玄

参可滋养胃阴、清热，促进胃液分

泌，改善胃动力，助消化；臣药蒲黄、

三七、川芎、当归可活血化瘀、通络

祛腐生迹，修复受损胃黏膜。摩罗丹

具有滋阴养胃、健脾消食、清热祛湿

等功效，可以有效治疗各种胃炎。此

外，也可适当做些运动，增强体质，

促进消化。

安全记心中、快乐度寒假

寒假将至；春节即来，为提高
师生们寒假期间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让师生们拥有一个健
康、舒心的假期，近日，乳山市怡园
中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安全记
心中、快乐度寒假”主题活动。

安全教育主题活动重点围绕
“道路交通安全”、“防火”、“燃放
烟花爆竹的危害”、“外出旅游”、

“饮食卫生”等冬季易发的安全问
题对全校师生进行强化教育，并
要求全体师生在春节期间适当安
排活动，做到劳逸结合。

通过此次主题活动，进一步
加强了师生们的安全意识，加强
了师生们对安全知识和安全技
能的掌握，真正把安全教育落到
了实处。 (冯志香)

“1357”德育课 培育七彩少年

沈阳路小学倡导学生“做精彩
的沈小人，做多彩的沈小人，做出
彩的沈小人”，学校努力拓宽

“1357”德育课程体系，“1”指一个
育人目标：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七
彩少年；“3”指实施德育的三条途
径，分别指学校、家庭、社会；“5”指
义务教育学生的年龄特点划分5个

年级；“7”指七彩德育载体，与学校
“七会”核心素养一脉相承。学校通
过“1357”德育课程体系，将育人目
标切切实实落实在每个学生学习
生活的细节中，培养会爱、会学、会
玩、会生活、会创造、会合作、会审
美的七彩少年，有效促进了学生的
道德养成和全面发展。(董丽娜)

超载100%，货车司机被罚款2000元
本报威海1月7日讯(通讯员 孔

冰) 核定25吨的货车，经过磅显
示，货车总质量为68吨，男子单某驾
驶货车行经虎山镇邱家路段因超载
100%被荣成交警依法查处。

1月3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七中队民警在虎山镇邱家
路段例行巡查时，一辆运载沙石的
重型自卸货车被执勤民警拦下。在
检查完相关证件后，民警发现该车

有超载嫌疑，于是联系交通运输部
门，由交通部门执法人员引导该车
前往检测点过磅。

过磅结果显示，该车总质量为
68吨，核定总质量为25吨，超载

100%以上，交通部门执法人员责
令其自行卸货。驾驶员单某表示，
车上沙石是送往文登某废料厂的，
没想到半路被交警逮了个正着，对
此也是懊悔不已。民警对驾驶员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后，依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因驾
驶货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100%
的，单某将被处以罚款2000元，记6
分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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