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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威海市联华酒店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证件号码：
3710002801603注册时间为：2005年12月24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近期以来，货币基金收
益有所抬升，7日年化收益
率已重回“2时代”。WIND数
据显示，截至11月2日，全市
场货币基金平均7日年化收
益率为2 . 28%，万份基金单
位收益0 . 6345元。市场分析
人士称，随着央行货币政策
转向常态，货币市场利率显

著回升，也推动了货基收益
率上升。目前已全面上线的
建行“龙钱宝”对接优质货
基——— 建信货币B，投资者
可考虑借此进行闲钱管理，
为钱包增值。银河证券数据
显示，截至10月30日，建信
货币B近1年、2年、3年收益
率在普通货币市场基金(非

A类)中排名29/296、22/
292、21/268。

“龙钱宝”具有众多投资
优势。“龙钱宝”对接的建信货
币B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
具，属于基金产品中风险收益
特征较低的品种，投资回报相
对较稳且节假日也计算收益，
适合多数投资者配置。

货基收益回暖 借助建行“龙钱宝”为钱包增值

备受瞩目的科创50ETF
近日传来重磅消息，华夏基金
11月11日发布公告，科创
50ETF(交易代码：588000，场
内简称：科创50)将于11月16日
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作
为跟踪目前科创板唯一指数
科创5 0指数的ETF，科创
50ETF的上市，正式拉开了二

级市场科创板指数化投资大
幕。通过投资科创50ETF，投
资者相当于一键买入50只科
创板龙头股票，买入一手价格
在一百元左右，科创50ETF可
以像股票一样便捷交易，助力
投资者实现低门槛、高效布局
科创板。

科创50ETF由华夏基金

数量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张弘
弢和高级副总裁荣膺担纲管
理，两人分别具有10年和近5
年的ETF投资管理经验，这些
也为科创50ETF的运营管理
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荣膺表
示：科创板反映了我国未来高
新技术的发展方向，有望成为
中国版的“纳斯达克”。

低门槛布局科创龙头 科创50ETF 11月16日上市

工行威海分行营业部在
积极应对疫情常态化防控开
展的同时，全面做好各项业
务发展的同时深化开展了各
项安保工作的基础提升。

一是加大各层级人员
安防意识提升。特别是针对
疫情影响到的社会复杂形
态，从加强内部人员履职入
手，开展不同形式的安保宣
讲，通过以案说法使每位员
工充分认识到形势的复杂

性、安保的重要性，树立了
安保常态化防范和夯实各
项安保基础工作必要性的
思想理念。

二是狠抓基础工作执行
落实效果。分行营业部从安
保工作点滴做起，梳理内、外
部安保管理细节，分析各岗
位安保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从网点演练、内部管理、外部
欺诈防范及各类风险监测防
控等多环节延伸落实安保细

节性工作的推进。
三是坚持安保学习、工

作同步开展。分行营业部对
涉及安保的各项规章制度进
行了有效的归纳和多形式的
培训学习，结合不同的案例
从日常工作的点滴梳理安保
工作的重点，通过学习使每
一位员工明白了既要做好自
身工作开展中的安保工作，
也要协助客户做好各项外部
欺诈的防范。

工行威海分行营业部筑牢疫情常态化安保工作基础

工银“融安 e信”是工
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专业
和信息科技优势，自主研
发投产的大数据反欺诈风
险信息服务平台，是工行
与公安机关联合共建的电
信欺诈风险信息库，收录
来自行内外的各类风险客
户和账户信息，并与全行
相关业务系统对接应用，
形成集信息采集、风险预
警、监测分析和主动控制
为一体的全方位外部欺诈
风险管控平台。

通过“融安e信”，能准

确识别具有电信诈骗风险
的账号，提前拦截汇款等风
险交易，为客户提供了保护
屏障，有效保护了客户的

“钱袋子”,获得中央领导及
公安部、银监会高度认可。

目前，工行运用“融安e
信”对风险账户进行全渠道
布控，对所有通过工行网
点、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
机银行和自助终端等渠道
进行的转账汇款交易进行
即时筛查，及时向客户提示
风险，对电信诈骗实时自动
预警。

同时，“融安e信”还被
推广到社会公众和金融同
业，促进了全社会金融安全
水平的提升。工行联合公安
机关推出了“融安e信(公益
版)”，客户通过“融安e信(公
益版)”手机APP即可免费查
询电信欺诈风险信息，在转
账汇款前快速识别待转账
的账号是否存在电信欺诈
风险。工行还与100多家国
内外金融同业共享“融安e
信”风控体系，为更多的银
行客户提供了防范电信欺
诈的技术支持。

工商银行着力提升融安e信业务服务能力

2020年进入三季度之
后，A股市场走出震荡格局，
虽然指数表现并不出众，但
行业的结构性机会依然存
在，也有不少擅于把握机会
的基金经理们，为投资者带

来了不错的收益。据最新银
河证券基金排名数据显示，
截至11月8日，华商基金梁皓
所管理的华商万众创新混合
基金近两年同类排名高居首
位！

据悉，梁皓将于近期再发
新品——— 华商双擎领航混合
基金。该基金将为投资者分享
科技、消费两大驱动中国经济
未来发展的内生动力引擎中
优质企业的成长红利。

华商基金经理梁皓新发产品即将启航

东方红睿玺三年定开
混合基金第一个三年封闭
期即将届满，11月16日起
开放。截至2020年11月10
日，东方红睿玺三年定开
混 合 基 金 累 计 净 值 为
1 . 7370元。

东方红睿玺三年定开
混合基金的基金经理王延
飞是价值投资的代表，在
投资中，王延飞不过分考
虑择时，而是通过持有优
质上市公司股票，陪伴优
质企业成长，实现穿越周

期。王延飞对于优秀企业
的挑选有三个维度：幸运
的行业+能干的管理层+合
理的估值。在投资中，王延
飞不会一味强调低估值，
而 是 提 高 对 估 值 的 容 忍
度。

陪伴优秀企业成长 东方红睿玺专注三个维度选股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五
中学在学校举行明责明志系
列教育活动之孝德教育，本
次活动旨在坚持“传承优秀
孝文化，践行核心价值观”，
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孝德品
行，激励青少年向上向善、孝

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引领青少年在孝行体验
中认知、认同中华优秀孝文
化，自觉自信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孩子的成长，是父母再
生的希望;孩子的失败，是父

母酸楚的泪水;孩子的成功，
是父母幸福的微笑。通过此
次活动，级部营造了一个“比
孝心，讲孝德”的浓厚氛围，
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

（顾春秀）

荣成市第二十五中学:孝德教育 我们在行动
为 了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 国 家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标
准》，树立“健康第一”的指
导思想，卫生保健院的医
护人员，为学生进行全面
的身体检查。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本次
体检活动，提前下发了《学生

体检表》和《视力测试表》，让
学生了解检查项目和注意事
项。体检时，按照从低年级到
高年级的顺序进行，各班班
主任全程陪同学生们完成体
检，学校领导到场维持纪律，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此次体检活动让老师们

掌握了学生身体健康的各项
指标，让学生们懂得了身体
健康的重要性。学校也及时
把体检结果反馈给家长，家
校共同关注学生的健康状
况，让他们能拥有健康的体
魄，快乐幸福地成长。

(张燕妮)

斥山街道中心完小开展健康体检活动

荣成市第二十三
中学举行永怀事迹进
校园宣讲活动。 (盛
俊云)

荣成市第二
十三中学召开社
团 建 设 培 训 会
议。(盛俊云)

工业互联网应用首批进企诊断昨启动
专家组进企“望闻问切”，5家企业将在三天后拿到“大方子”

本报讯(记者 高洪超 通讯
员 曲小康) 11月12-13日，威海
市工信局组织包括工信部威海研
究中心、威海职业学院、行业协会、
通信运营商及工业互联网优秀服
务商组成专家服务团，“巡诊”当地
第一批次的5家重点工业企业，提
供工业互联网应用上门诊断服务。

这5家企业分别是山东新北洋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文登奥文
电机有限公司、威海市泓淋电力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力电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鑫发控股有
限公司。此次“巡诊”目的是促进威
海工业互联网发展，以创新催生工
业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模式是，
企业提前准备好疑难问题清单，由
上述专家现场“诊断”，三日内拿出
切实可行、易落地的高质量诊断方
案和指导意见。

8月26日，《威海市推进工业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加快发展实施方
案》通过政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

布、实施，计划在3年内从现代化基
础通信网络建设、5G网络建设应
用、提升云计算承载服务能力、推
广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二级
节点服务等四个方面，切实提高信
息基础设施承载服务能力。本次上
门诊断即前述《方案》的落地实施。

根据《实施方案》，威海市将重
点推动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行业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争取打造成为汇
聚全行业生产服务要素资源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重点推动建设企业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争取全市中型
以上重点企业普遍建成企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争取全市小微以上
企业普遍实现信息化管理和运营，
加快完善工业互联网发展环境，实
现100家以上企业接入国家二级节
点平台等目标。

威海市发展工业互联网具备
一定基础，目前已与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山东省通信管理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威海电子信息技术综
合研究中心签订《四方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与山东省移动公司合作，
以市场化手段建成全国第42个、全
省第2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目前节点已与广泰空港等16
家企业应用平台完成对接，初步实
现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本地化便
捷服务，已培育实施了10个省级以
上工业互联网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威海将争取利用三年建设3个以上
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打造5个以上工业互联网人才
教育培养和实训基地。

持续热销，稳健前行！广汽传祺10月销量同比劲增22 . 8%

金九银十正当时，广
汽传祺1 0月再创佳绩，销
量达成30629辆，同比劲增
22 . 8%，连续4个月同比正
增长，实现均衡稳步发展。
传祺M8、M6持续引领中国
品牌MPV价值标杆，凭借
高品质、高价值广受市场
认可，10月累计销量9143
台。传祺SUV家族同样表
现出色，传祺GS4家族月销
量突破11494台，传祺GS3
POWER上市后反响热烈，
10月销量近5000台。传祺
M8在今年1 0月共斩获销

量 4 6 4 6 台 ，同 比 增 长
102 . 1%。凭借着出色的产
品力和高价值，M8持续以
高保有量、高保值率、高市
占率稳站高端MPV细分市
场第一阵营，实力堪当中
国豪华商务MPV创领者。
在 9月北京车展上，全新
M8领秀系列和大师系列焕
新登场，颜值+、科技+、配
置+，并且在保持原有价格
的基础上，感知价值增加
超2万元，为消费者带来了
超值的豪华升舱新体验，
也为“银十”热销再添一把

火。
“全能宽享MPV”传祺

M6同样保持良好的增长势
头，10月销量达4497台，同
比增长39 . 3%。从M8、M6
不断攀升的销量数据可以
看出，中国品牌汽车随品质
和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受消
费者信赖，广汽传祺也率先
占位豪华和家用MPV市
场。未来，随着市场销量、用
户口碑的双重发酵，在这两
款实力车型“双轮驱动”下，
广汽传祺在MPV市场势必
将收获更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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