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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新主张 上投摩根安享回报基金1月11日起正式发行
2020年A股市场风云

变幻，越来越多投资者，
希望寻求波动更小、收益
更稳健的投资方式。从上
投摩根获悉，公司绝对收
益投资部总监陈圆明又
一力作，上投摩根安享回
报一年持有期债券型基
金将于1月1 1日起正式发

行，投资者可通过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平安银行等
各大银行、券商 ,上投摩根
直销中心及官方网站进
行认购。

作为一款固收+基金，
上投摩根安享回报基金立
足于未来经济发展规律，拟
投资于债券的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的80%，力争建立
产品长期收益安全垫；以不
超两成的基金资产投资于
股票等进攻型资产，以增强
组合收益。与此同时，该基
金会根据经济情况变化，及
时调整各类资产配置比例，
以争取实现最佳风险回报
比。

畅园学校“教师讲坛”拉开帷幕
为提升教师的专业素

养，构建学习型组织，2020
年12月30日 ,乳山市畅园学
校“教师讲坛”拉开了帷幕。

第一期“教师讲坛”，张
耘校长为大家带来了《终身
学习，立己达人》的读书与家
庭教育报告会。张校长的教
育生涯中，读书学习、不断探

索是他的生活日常，因为他
锲而不舍、恒久弥坚的学习
精神，前不久他被中国成人
教育协会评为“全国百姓学
习之星”。本次讲座张校长从

“为什么读”“读什么书”“怎
样读”等方面深入浅出地介
绍了自己的读书学习经历和
收获，引起老师们的共鸣，会

场频频响起热烈的掌声。讲
座结束后，部分教师针对自
己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教
育难题现场向张校长请教，
张校长一一解答。第一期“教
师讲坛”，张校长发挥了示范
引领作用，极大地调动了教
师们学习的热情，也为全校
学生树立了榜样。 (许艾静)

走进敬老院 浓浓敬老情
为弘扬敬老爱老的优

良传统，近日，乳山市乳山
寨镇中心学校党支部部分
党员和学生志愿者走进社
区，来到司马庄敬老院开展
了“党员走进敬老院，志愿
服务暖人心”主题党日活
动，大家用实际行动关爱老
人，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工作。
来到敬老院，刘玉明同

志代表党支部向养老院赠
送了米、油等慰问品。师生
将老人们请出房间，晒太
阳，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聊
天唠家常，关切地询问老人
们的身体状况和目前的生
活状况，参观了敬老院厨房

设施和寓所。期间，师生们
还为老人表演了精彩的节
目，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掌
声。本次活动，加强了党性
修养，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加深了师
生对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的认识。

(高立川)

乳山市西苑学校举行教师板书比赛

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能
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为学生做好示范，近日，乳山
市西苑学校小学部举行了教
师板书比赛。

比赛中，教师们聚精会
神，各显身手。落笔遒劲有
力，笔势豪纵，行笔如流水，
一支粉笔将一块单调的黑板

化成了最美的风景图。精炼
文字展现内容美；规范的书
写展现造型美；不同颜色的
搭配展现独特美。每一个板
书都生动有趣，构思巧妙，富
有新意；每一个板书层次分
明，重点突出，布局合理，又
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独具
匠心的板书能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提高学生的记忆水平，
在课堂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此次板书设计比赛，
激发了教师学习研究的热
情，促使教师积极跟进教学
理念，创新教学方法，在取长
补短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进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胡红霞)

家园合力,共创家庭亲子阅读环境

幼儿早期阅读的根在家
庭,创建良好的阅读环境，更
重要的是营造好的家庭阅读
环境。为了激发幼儿的阅读
兴趣，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促进
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乳山
市夏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

“家园合力,创设快乐、融洽的

家庭亲子阅读环境”活动。
活动中，老师线上向家

长讲解了亲子阅读的好处，
阐述了家庭良好的阅读环境
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还借
助微信、QQ等信息平台，深
入推广亲子阅读活动。同时，
建议家长根据居家实际安排
出一个专门的读书空间，面

积无所谓大小，只要为孩子
创设一个自由的、不受干扰
的空间就可以。家长们每日
都会抽出宝贵的时间与孩子
一起遨游在书的海洋，还用
手机记录下了最美的瞬间。
此次活动，让幼儿对阅读的
兴趣更持久、阅读时变得更
专注。 (陈秋香)

雪花装点美校园，园丁扫雪暖人心

2021年元旦后的第一场
雪，让校园银装素裹。皑皑白
雪装点着校园风景，伴随着
凛冽的寒风，气温骤降，也给
师生带来了安全隐患，为确
保安全，乳山市育黎镇中心
学校的老师们自告奋勇投入
到扫雪活动之中。

地面上不时传来雪铲扫

帚与地面接触时奏响的交响
乐。老师们热情高涨，团结协
作，顶着寒风，迅速行动。老
师是榜样，教师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学生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下课后，有的学生给
扫雪的老师递上了保暖的手
套，有的同学给铲冰的老师
端来了热水。师生间的亲密

互动，让寒冬充满了融融暖
意。经过一个多小时共同努
力，大家把校园里的道路清
理干净，为全校师生开辟了
一条暖暖的温情之路。教师
扫雪，扫出了校园的亮丽，扫
浓了师生的情谊。老师们吃
苦耐劳的精神润泽了师生的
心灵！ (倪福浩)

国网乳山供电多措并举确保仓储物资安全度冬

1月6日，国网乳山市供
电公司开展冬季物资安全专
项检查，多措并举做好物资
安全储备工作。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防消结合”的方针，结合
迎峰度冬和岁末年初特点，
制定得力措施。一是强化员
工安全意识。利用党员大会、

部门例会等会议，通过文件
学习、案例教育等形式提升
仓储人员安全意识。二是强
化库房巡视重点。重点对单
独存储、易燃易爆物品或其
他特殊物资进行定时查看，
确保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三是强化露天料场清
洁。每周组织人员对露天料

场进行全面清理打扫，消除
火灾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是强化设备检查维护。建
立清单，对库房里的消防设
施设备等进行查验、维护。加
强火源、电源管理，检查库房
内电力线路、电气设备有无
老化、过载现象，检查库区监
控信号运行情况。 (于伟成)

广汽传祺：缔造超五星的安全家族
出行即生活，随着汽车

产业的不断升级，人们对于
出行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
在众多的诉求中，汽车的安
全性能已经成为消费者购车
的重要甚至是首选因素。从
中汽研的C-NCAP再到中保
研CIASI，都得到了极大的关
注，车辆的“全域安全”得到
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秉承

“以顾客体验”为中心，广汽
传祺持续深耕产品品质，旗
下多款产品都在C-NCAP试
验中获得了高分评价，打造
了超五星的安全家族。

广汽传祺始终对产品品
质有着严苛的要求，以优越
的产品性能和超高安全性赢
得消费者的信任，以匠心打
造传祺家族车型，每一款车
型都延续了传祺家族重视安
全性能的传统。在历年的碰
撞测试中，偶尔一两款车“够
硬”，不算真正的“硬”，拥有
一系列高安全性的“王炸组
合”才能给可带来真正的安
全用车体验。

除了在碰撞测试中展现
出的“硬”实力之外，广汽传
祺始终以洞察并满足客户需

求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因
此广汽传祺持之以恒正向研
发，以科技赋能产品，打造高
科技的主动安全。

在为用户打造安全、安
心的出行体验上，广汽传祺
更着眼于将品质贯穿于汽车
研发、供应、生产的各个环
节，为顾客的用车生活提供
全面的保障。每一款产品走
向市场时都带着广汽传祺高
品质、高质量、高安全的基
因，这或许正是广汽传祺能
够收获消费者正向回馈的重
要原因。

农银策略收益混合1月25日起发行

2020年，农银汇理基金
在权益投资上表现不俗。
布局2021年，农银汇理投资
副总监、投资部总经理张
峰再出发，农银汇理策略
收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将于2021年1月

25日起公开发行。
据了解，此次新发的

农银策略收益混合基金的
股票投资比例为60%-95%，
可在市场机会较好时充分
享受高仓位，捕捉更多投
资机会。农银策略收益混

合基金对每份基金份额设
置一年持有期，这兼顾了
流动性，又能避免短期资
金对基金投资稳定性的影
响，并减少投资者过于频
繁的申赎对其投资收益的
侵蚀。

中欧生益火热发行
近年来，契合稳健理财

需求的“固收+”产品站上风
口，根据Wind数据统计，2020
年偏债混合型基金发行规模
达2883 . 86亿，是2019年的5倍，
其中不乏主打“固收+”策略

的产品。据悉，拟由固收+资
深老将中欧基金黄华担纲的
中欧生益稳健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基金正在火热发行中。

据了解，中欧生益以固
定收益类资产作为基础配

置锁定基础收益，注重安全
性、流动性，主要关注中高
等级信用债。同时，中欧基
金独立的信用研究团队将
对信用风险严格把关，主力
精选个券。

“大满贯”基金经理袁芳新年新力作
工银瑞信圆丰三年混合1月11日重磅发行

2020年“炒股不如买基
金”再次应验。其中优秀基金
经理的业绩更是遥遥领先，
如金牛名将袁芳管理的工银
瑞信文体产业混合过去三年
收益率达146 . 77%，高居同类

第一，成立5年来年化收益率
高达29 . 56%。在新年投资布
局之际，袁芳再度“挂帅”，拟
执掌三年期新品——— 工银瑞
信圆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基
金，该基金将于2021年1月11

日重磅首发，投资者可前往
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
行、华泰证券、山西证券、天
天基金等大代销渠道及工银
瑞信基金直销渠道进行认
购。

威海铁路客运正常但部分列车晚点
威海汽车站昨停发所有班车，市内公交大规模调整

本报讯(记者 刘宁)
1月6日至1月7日，威海市迎
来强降雪天气，温度降至-
11℃，部分路段积雪成冰，
导致车辆行驶艰难，给市民
出行带来不便。从威海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截至1月7日
16时35分威海交通运输运
行情况：

高速公路:辖区内烟威、
威青、荣乌、荣潍高速及各
收费站均有降雪，烟威高速
双岛收费站乌海方向、北海

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威
青、荣乌、荣潍高速入口禁
行解除，限行两客一危车
辆。

普通国省道正常通行。
受海上大风影响，大连

航线普陀岛轮、生生2轮继
续停航，中华富强轮正常通
航。刘公岛景区旅游船全天
停航。

威海国际机场暂时关
闭跑道。

铁路货运正常，铁路客

运正常，部分列车晚点。威
海汽车站所有班次暂停发
车。

公交客运方面，46条线
路调整，15条线路停运。其
中，停运44、103、108、202、
203、204路以及101区间、社
区3、杏花街社区线、羊亭内
循环、桥头内循环、草庙子
内循环、初村内循环、环翠
科技园线、临港区镇内公交
小循环线路201路；其他线
路正常。

晨星近日发布五年
期基金业绩排行榜，在普
通股票型基金近五年业
绩榜单中，由袁芳管理的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票
基金 (基金代码：0 0 1 7 1 4 )
以 3 0 . 2 2 %的年化回报高

居榜首，并且在回报前十
的基金中回撤最低，最大
回撤仅为- 2 0 . 4 3 %，收益
能力与控制回撤能力两
项指标双双高居榜首，闪
耀夺魁。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

资者需求，在2 0 2 1年新年
投资布局之际，袁芳再次
强势出基，拟由她担纲的
工银瑞信圆丰三年持有
期混合基金 ( 基金代码：
011006 )将于1月11日起重
磅发行。

工银文体产业五年长跑夺冠 袁芳实力演绎长跑致胜

男子醉驾肇事潜逃深圳

荣成交警千里追踪抓获归案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孔冰 张永发)
杨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潜逃
外地7个多月，荣成交警千里
追踪抓获杨某并押回荣成，
杨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
拘。

2020年4月9日，荣成市
成大路某路段，杨某无证且
醉驾二轮机动车载耿某与
张某驾驶的货车相撞，致耿

某死亡。经查，杨某血液酒
精 检 测 结 果 1 1 9 . 5 4 m l /
100mg，属于醉酒驾驶，因醉
酒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已
构成交通肇事罪。5月29日，
交警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
续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院多次通知杨某，但杨
某拒不到案，不知去向，民
警多次前往杨某的住处寻
找，走访其工友和房东均不

知道杨某下落。11月27日，荣
成市检察院对杨某批准逮
捕，公安将其列为网上追逃
人员。

2021年1月2日，深圳沙
井警方发现杨某踪迹，两地
警方于1月4日完成移交，1月
5日下午，民警将潜逃7个多
月的杨某押回荣成。目前，
杨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
刑拘，案件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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