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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19年A股实现了较高的涨
幅，公募基金的业绩更加亮眼，
机构投资者的专业性获得了广
泛认可。在当前时点，展望2020
年的行情，既要看到权益资产整
体估值合理，仍具有明显配置价
值的乐观因素，也要看到结构行
情已经演绎的比较充分，选股难

度将增大。
2020的经济运行，仍然大概

率是窄幅波动。逻辑在于决策层
的前瞻和预判愈发及时和到位，
政策调整的频率有所加快，对可
能的失速和过热都采取了预调
微调，确保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
间。

南方基金史博：A股配置价值明显

简讯

近日，乳山市怡园中学组织
党员同志、思政教师和环卫工人
进行换岗体验活动，感受到环卫
工人的辛苦，提高了自己的职业
幸福感。 （刘新章）

近日，乳山口镇中心学校成
功开展了“向校园欺凌说不”的主
题教育活动，保障教育教学秩序
的正常进行，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兰丽 秦楠）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

学生体质，大孤山镇中心学校举
行“动力青春，越野校园”长跑接
力比赛，展现了学子们的运动风
采。 （杨建中）

为激发学生感恩之心，弘扬传
统美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1月
3日乳山市畅园学校以“感恩父母”
为主题，举行了亲子感恩家教主题
活动。学生们表示今后要好好学
习，以实际行动回报父母。本次亲
子活动激发了学生潜力，得到了家
长的一致好评。 （孙晓燕）

近日，午极镇中心学校举行
“家校携手，助梦扬帆”家教咨询
活动，引导家长“指导学生应对考
试不焦虑”，助力冬教冬学。

（孙少华）
一直以来，冯家中心学校校

领导及级部负责人以身作则和老
师强强配合抓好常规管理，促习
惯养成，让学校得到可持续发展。

（姜丽丽）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为促进党

员更好地了解党史 ,特为党员设
置”党员阅读吧”。每周一阅读半
小时,并交流读书心得。（贾花蕊）

近日，南黄镇中心学校组织
“学宪法，讲宪法”活动，通过宪
法宣誓、宪法知识竞赛等活动，增
强学生对宪法的尊崇感。（李炜）

近期，乳山市府前路学校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员主题教
育活动中，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一
系列爱国主义活动。（张仲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乳山市

诸往镇中心学校积极创建“知行党
建”品牌，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建
设工作，激发工作热情。（郑晓飞）

为提高新岗教师的教学水
平，徐家镇中心学校开展“大手拉
小手 助力新岗教师”活动，同时
邀请市教研中心教研员莅临指
导。 （徐爱芬）

为更好地关注特殊学生群
体，乳山口中学用“细心、精心、
爱心”三心结合，将关爱特殊学生
工作做到实处，确保他们健康成
长。 （王腾 张丽）

近来，乳山实验中学开展“不
忘初心 使命担当”主题教育活
动，通过观看先进事迹、邀请宣讲
团等活动增强教师使命意识。

（刘玉明）
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引导教

师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
惯，乳山西苑学校开展“重读教育
经典，回归育人初心”活动。

（袁秀香）

“党建+减税降费”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一轮减税降费政策作
为助推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强
劲动力，让我们把减下来的税
费全部投入到研发创新中去，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出口产品
的国际竞争力。税务系统‘党
建+减税降费’的宣传新模式，
更让我们对政策有了及时充
分的掌握，为我们提供了一条
直观、准确的政策了解渠道。”
山东双连制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姜涛对减税降费政
策释放红利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双连制动是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
企业，是中国摩擦材料行业首家
向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
大汽车公司配套的原配供应商。
公司主要经营汽车用盘式刹车
片、鼓式刹车片及冲压焊接产
品，有2000余种型号刹车片，覆
盖了北美、欧洲、日本、韩国和中
国的车型。

双连制动财务负责人丛庆

华表示：“这次企业能够按75%
的比例顺利办理加计扣除金额
574 . 6万元，享受到减免企业所
得税86万元，完全得益于税务
人员的到位宣传和耐心辅导。
2020年，为让企业一直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我们需要更前沿
的研发技术支撑，这就需要税
务机构更加及时的政策输送和
讲解，这是对我们科技企业研
发的一种极大支持。”

据了解，乳山市税务局自
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以来，把党
的“神经末梢”延伸到减税降费
一线，建立了“一揽子统筹、一
竿子到底”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组建“党员先锋队”“青年志愿
队”“巾帼志愿队”3类26个减税
降费宣传小分队，进园区、进企
业、进学校，力保纳税人“政策
掌握准、减税底数明、资金用向
清、发展信心足”，全力助推减
税降费的深化落实，进一步激
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孙媛媛）

近 日 ，在 由《 中 国 汽 车
报》主办的2019年度(第十二
届 )消费车型盛典上，长安马
自达凭借「驾享风雅颂·新国
风文化之旅」品牌营销活动斩
获「年度品牌营销奖」。近年
来，在「T1 2 4特色精品战略」
引领下，长安马自达持续践行

「用户+」思维，以丰富多元的
营销体验不断拓宽用户、粉丝
群体的产品价值感知疆域，发
现拥车生活的无限精彩。目
前，长安马自达粉丝会员俱乐
部注册车主会员已突破4 8万
人，俱乐部已覆盖全国 3 3 个
省份。

兴全恒鑫正在发行

新年理财正当时，兴全恒鑫
债券型基金正在发行中(认购期
截止于1月15日)。兴全恒鑫债券
型基金是一只可以投资于可转
债的一级债基，“纯债作为底仓，
充分利用各类资产的轮动机会
和对冲策略争取超额收益。简单
地说兴全恒鑫可以看做是较低

风险的理财产品。”兴全基金内
部人士介绍。

据了解，高群山博士是兴全
恒鑫拟任基金经理，高群山有着
研究驱动型的投资风格，擅长趋
势研判和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
同时能灵活把握自下而上的券
种、个券精选带来的超额收益。

践行「用户+」思维，长安马自达粉丝会员俱乐部突破48万人

党建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发展

近年以来，乳山市教体局按
照“党建引领”的要求，研究制定
了“一年抓规范、两年促提升、三
年创特色”的学校党建工作总体
思路，开展了以标准化、项目化、
网络化、责任化、制度化为内容、
以一至五星为等次的“五化五星”
基层支部创建工作，以党建引领
学校全面发展，提升了乳山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水平。

理顺机制抓落实。将农村学
校党组织全部归口管理，实现了
党建工作与教育主业的统筹谋
划、一体推进。同时，将党建管理
触角延伸到“两新”组织，在民办
教育机构中成立了1个独立支部
和3个联合支部，对学校党建工作
实行统一部署、统一规范、统一指
导，实现了党建工作的全覆盖。

优化队伍抓落实。配齐配强
学校党建工作队伍，每年组织轮
训，分批次到省内外先进单位观
摩学习，提升学校党务工作者的
工作能力和水平。同时，注重培优
党员教师队伍，采取专题培训、网

络直播等方式，年培训党员2000
余人次；落实“双培养”、导师带
徒等机制，大力优化党员队伍结
构，3年间有87名业务骨干被发
展成为入党积极分子，32人被发
展成为预备党员，46名党员成为
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树标带动抓落实。按职能部
门、城区、农村等不同类型，分类
打造了教研中心、第一实验小学、
白沙滩镇中心学校3个创建示范
样板，并组织现场观摩，引领各支
部对照标杆抓创建。同时，广泛树
立各类优秀党员典型，每年评选
50名优秀共产党员、10名优秀党
务工作者，为广大党员和教师创
树学习标杆。

包联转化抓落实。探索建立
了班子成员包联基层支部、五星
支部包联低星支部、公办学校支
部包联“两新”组织支部的“包联
带动”机制，通过共同设计组织活
动、联合组织生活、相互送课等方
式，输思路、输方法，让被包联支
部在带动中实现提升。“三包联”

实施以来，共结包联对子13对，
所有“一星”支部均提升到“二
星”以上，2个“二星”支部跃升到

“四星”。
融合促进抓落实。开展“一校

一品”党建品牌创树活动，将党建
工作与学校特色教育紧密结合，
抓好党建带业务、抓好业务促党
建，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水乳交融。
乳山第二实验小学构建了“博雅
同心圆”党建品牌，被省委教育工
委授予“山东省教育系统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

目前，全市各学校都立足自
身的文化基因和学校特色，打造
了内涵丰富的党建和校园文化，
促进了全市教育的优质均衡发
展。2018年，“城乡基础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的乳山经验”被省委改
革办作为全省12个地方改革优秀
案例上报中央改革办，乳山也作
为全省8个县市之一被省教育厅
上报参加首批“全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县”的评估验收。

(宫平平)

焕发生命光彩 成就幸福完整

沈阳路小学是2 0 1 5年8月
由两所学校融合而成的新建学
校。整合前，两所学校都有近
百年的历史。在传承和突围的
不断思索、碰撞和实践后，形
成了基于学校七彩教育特色，
七彩“1+A”价值观引领下的

“ISYL”课程。课程的丰富性和

卓越性，赋予学生核心素养和
教师专业成长全新的生命状
态，为成长带来无限可能，让
每个每个都按照生命本来的样
子得以唤醒和绽放，焕发出生
命光彩、成就师生幸福完整，
成为学校真正的七彩之美。

(宫茜)

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展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轨道交通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威召开

本报威海1月7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薛德帅 姜
守强 ) 为更好地开展中国复合
材料学会轨道交通复合材料专
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委会”)
工作，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促
进学科发展，1月7日，中国复合
材料学会轨道交通复合材料专
业委员会2020年度第一次工作
会议在威海召开。来自北京航空
航 天 大 学 、东 华 大 学 、山 东 大
学、中航复材、中车研究院、中
车青岛四方股份和光威复材等
单 位 的 6 0 多 位 代 表 参 加 了 会
议。

轨道交通复合材料专业委
员会是在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的
指导下，由中车青岛四方、中车
研究院、光威复材等单位于2019
年11月28日发起成立，旨在加强
先进复合材料在轨道交通领域
的研究与应用，推进相关产业的
融合与发展。

会议开始后，专委会副主
任、光威复材首席科学家李书
乡，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敏，专委
会主任、中车青岛四方股份副总
工程师丁叁叁分别致辞。

专委会秘书长、光威复材科
研管理部部长王宝铭向与会委员

和代表介绍了专委会2020年度主
要工作计划安排。专委会将紧紧
围绕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的整体工
作安排，组织召开第一届轻量化
技术与轨道交通应用国际研讨会
(德国德累斯顿)，参加第四届国
际复合材料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展
览会、第八届复合材料高峰学术
论坛等相关活动。

在学术报告环节，山东大学
朱波教授、东华大学魏毅教授、
中车研究院陈朝中博士、光威复
材先进复材中心副总工程师马

全胜博士、上海晋飞轨道交通事
业部王明总经理等分别作了《碳
纤维性能及轨道交通应用》、《轨
道交通复合材料 (热固 )应用研
讨》、《轨道交通性能复合材料未
来发展趋势》、《先进复合材料应
用与发展趋势》和《轨道交通复
合材料制品开发流程及案例》等
精彩的报告。

会后，与会代表乘车前往光
威复材碳纤维生产厂区、先进复
合材料研发中心和威海市碳纤
维产业园参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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