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银瑞信长跑实力股债双优 旗下12只基金荣登晨星业绩榜

近日，晨星中国公布的
公募基金最近1年、3年、5年
及10年业绩排行榜显示，截
至2021年3月31日，工银瑞
信旗下12只基金、总计22次
荣登同类基金业绩TOP10

榜单，更有2只基金获近5年
业绩排行冠军。

总体来看，截至2021年
3月底，工银瑞信旗下共有
12只基金、总计22次荣登晨
星中国基金业绩榜。这12只

基金分别由杜洋、袁芳、赵
蓓、谭冬寒、张宇帆、鄢耀、
何秀红、赵栩等11位基金经
理管理，充分展示了工银瑞
信强大的投研团队整体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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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忆先烈、学党史

为引导师生缅怀革命
先烈，弘扬爱国爱党精神，3
月31日，荣成市第三十五中
学师生在学校报告厅，荣成
南城区老干部联络站站长
彭晋堂为师生们做了题为

《知党恩，报党恩，跟党走》

的党史教育报告，引领师生
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华民族的百年历程，学习了
革命英烈张晶麟、沈秀芹、
郭永怀等人的光荣事迹，倡
导师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心怀感恩，逐梦前行，为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
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此次活
动，让同学们经历了一次革
命精神的洗礼，有效增强了
同学们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努力成长为祖国的优秀
接班人。 （王丽英）

花样轮滑 别样童年

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提高综合素质教育，培养
富有个性的人才，荣成市第
三十五中学成立了轮滑社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你所见到的华丽绕
行，可能是他们失败了千

百次才练就出来的。想要
学会轮滑是要付出惨痛的
代价，在平滑过桩的学习
中，一个动作可能要练习
很长时间，经过很多次摔
倒才能熟练掌握这个动作
的技术。学生每一次爬起

都坚定了他们要学会这项
技术的决心，逐渐就会形
成一种“抗压性”，每一次
摔倒爬起再练的过程中，
培养了他们不怕苦不怕累
的精神和战胜种种困难的
意志品质。 （张信平）

聚焦体育教学 助力中考备考

为了培养学生的体育
与健康核心素养，提高体育
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增强体
育备考的实效性，3月25日，
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和第
十一中学分别邀请市教研
室体育教研员王东升到校
指导体育教学及中考体育

备考。
在学校领导的陪同

下，王主任从中考排球准
备姿势、易犯错误、纠正
方法及练习措施等方面
进行讲解并亲自示范。他
指出要提高体育中考成
绩，要求学生从思想上引

起高度的重视，教师要对
学生在练习过程中出现
的错误动作加以正确的
分析指导，使学生更快、
更好地掌握正确的动作
要领，从而在考试中取得
优异的成绩。

(孙海静 于海波)

核心价值发现者 华夏基金黄文倩新作4月6日重磅发行

近期股市持续震荡，但
短期市场下跌并未改变行业
的长期逻辑。回溯A股过去
10年涨跌幅，食品饮料、家用
电器、医药生物是涨幅相对
较好的行业。以食品饮料行
业为例，许多食品饮料、家
电、医药、互联网的龙头股估

值大幅回调，但个股的基本
面没有显著变化，特别是行
业龙头具备相较行业更优秀
的基本面，短期的下跌反而
提供了很好的上车机会。华
夏基金顺势重磅推出华夏核
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0692、C类010693)，重

点投资消费、医药、To C
互联网等非周期性和弱周期
性行业的精选个股。该基金4
月6日开始认购，看准这一领
域机遇的投资者可通过民生
银行等银行、券商、第三方平
台、华夏直销平台等渠道购
买。

权益类ETF一季度成交额突破2 .21万亿 华夏旗下11只ETF成交额超百亿

近年来，国内ETF市场
发展迅速，权益类ETF更是
占据了市场主要地位，而且
在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也
非常火爆。Wind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场
378只权益类ETF规模达
8064 . 76亿元，相较于去年
年末增加了7 . 73亿元；共有
18只产品规模突破百亿元，

而华夏基金旗下产品就占
据 6 只 ，上 证 5 0 E T F
(510050)以443 . 82亿元稳
居同类第一。

除了规模不断增长，
在 流 动 性 方 面 ，权 益 类
ETF在二级市场的交投也
日益活跃，说明投资者对
此类产品的工具属性越发
认可。同样来自Wind数据

统计，截至一季度末，权益
类ETF今年一季度总成交
额已超2 . 21万亿元，相较
去年同期1 . 65万亿元，成
交额增幅达到33 . 94%。其
中，40只产品一季度成交
额超百亿元，华夏基金独
占11只，成为一季度ETF
成交额超百亿产品数量最
多的公司。

简讯

3月18日，后峰西小学
举行跳绳比赛，比赛按一到
五年级顺序，有计时跳短
绳、三到五年级还有跳长
绳。 (于庚灼)

为保障学生用餐安全，
近年来，神道口小学创新管
理模式，坚持每天校长、年
级分管领导陪餐制，“师生
同餐,‘同’的不仅仅是共用
午餐的幸福时光,‘同’的更
是舌尖上的校园安全。

(李帅)
3月12日下午，神道口

小学组织学生为去年申领
的树松土、浇水，体验劳动，
与大自然互动。 (曲玫华)

3月19日，神道口小学
党支部召开了以“批评与自
我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民主
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 (王亚男)

3月5日，钦村小学举行
2020年度期末表彰大会，对
上学期表现突出的孩子和
家长进行表彰。 (孙美玲)

沈阳路小学积极落实
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开
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陶
冶孩子们对运动的热爱。

(王美龄)
3月8日，钦村小学举行

“学雷锋 在行动”之大队
委竞选，评选出31名大队委
成员。 (田玮)

3月9日，福泰小学组织
师生开展“摘菠菜——— 洗菠
菜——— 品菠菜——— 写菠菜”
活动，大家动手劳动，然后
送到食堂加工，之后品尝凉
拌菠菜、菠菜汤，最后写出
感受。 (徐子琳)

3月10日，福泰小学党
支部三月份主题党日活动，

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安全
生产电视专题片。(苗文华)

规范性地写好汉字是
小学生应具备的语文基本
功。沈阳路小学常年坚持午
读午写、每日练字，“端正坐
姿、正确执笔、保持安静、认
真书写”，午读午写成为沈
阳路小学一大特色。

(李兆梦洁)
为纪念先烈，增强爱国

主义情怀，清明前夕，后峰
西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
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主
题活动。

（朱潇涵）
4月12-16日，望岛小学将

举行为期一周的创客活动，
活动包括现场比赛、科技创
意制作等)，其中，15日有飞机
滑翔表演、团体展示、拉歌
赛、各学科展示等。（张耀今）

乳山府前路学校开展阳光家教公益宣讲学习培训

为加强家庭教育培
训，乳山市家庭教育志愿
服务分队面向府前路学校
所有家长、学生和教师开
展了一场“阳光家庭公益
大讲堂”公益宣讲学习培
训。此次公益宣讲活动，由
三名家教服务宣讲专家分
别录制了初中宣讲视频。
府前路学校组织全体学生
家长和任课教师进行了认
真学习，通过学习宣讲，进

一步丰富教育思想，提高
学校与家庭的配合联动，
为学生更全面发展提供帮
助。在本次宣讲中，乳山市
教研中心家庭教育教研员
周妍华以《正面教养，让孩
子向阳而生》为题目，与大
家共同探讨了如何通过正
面激励的办法培养孩子的
自信心、积极性。通过此次
公益宣讲学习培训，一方
面使家长和老师的家教知

识得到了丰富，另一方面
也给家长和老师们提供了
假期家教方法指导，给孩
子的假期管理提供了帮
助。很多家长表示，对照宣
讲内容和日常表现，发现
了自己在教育观念和作法
上的很多误区，及时按照
宣讲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有助于孩子们假期里学习
和生活上的技能提高。

(姜艳艳 李莎莎)

践行师德规范，做最美教师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师
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有效提
升教师师德修养，树立爱岗敬
业，为人师表的良好形象，引
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践行办学规范，做
最美教师。乳山市第二实验小
学开展了“立德树人，做最美
教师”专题教育活动。

为了深入听取学生的意
见建议，满足学生学习与成长
的需求，落实教师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下午大课间，学校
举行了“我与校长面对面畅谈
会”，对学生的问题给予了细
致的解释，对于学生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并逐条落
实，责任到人，真正做到让学
生满意。放学后，全体教师齐
聚四楼会议室，进行了《向张
桂梅同志学习》的师德培训大
会。老师们被张桂梅朴实的外
表、真诚的话语、惊人的壮举
和对教育的执着所感动，纷纷

表示将反思自己、找差距、明
方向，守住初心，做有良知的
最美教师。

此次师德师风培训学习
活动，不仅洗涤了教师的心
灵，也提升了教师的道德素
养。教师纷纷表示要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来践行爱岗敬业的
承诺，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在春风化雨、言传身教中
立德树人。

(宫雯雯)

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书写习惯规范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规范
汉字书写水平，乳山市第二
实验小学开展书写习惯规范
系列活动，采取多种措施不
断培养学生规范、整洁书写
汉字的习惯，对学生的书写
进行强化训练，全方位多角
度帮助学生提高书写水平。

针对学生执笔方法不科
学，坐姿不正确，书写不规
范，字迹潦草，卷面不整洁等
现象，学校利用午写和书法
课时间，对学生的书写进行

专业的指导，培养学生正确
的规范书写习惯，培训学生
规范汉字书写等方法，从根
本上解决学生写字脏乱差问
题，为此学校还专门下发控
笔练字田字格本和练字漂流
本，每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漂流练字训练，让书写在互
相借鉴中进步让学生在快乐
学习中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
博大精深。学校还开展了以

“规范书写，让卷面赏心悦
目”为主题的好习惯培养系

列活动，通过集体教研研讨
会形式立标、学标、展标，取
得一定教育实效，让学生认
识到卷面整洁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同时，通过展示优秀卷
面，树立优秀的榜样，明确正
规书写的重要性，让学生体
会“书写之美”，从而树立“爱
上汉字、写好汉字，就要从写
好每一次作业开始”的意识，
最终养成认真书写的好习
惯。 (宫雯雯)

精雕细琢，优化设计

为进一步规范校园社
团活动管理，打造优质社
团，同时提高全体社团指导
教师积极参与社团建设与
管理的积极性，31日上午，
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在阶
梯教室组织进行了社团优
秀活动教案评比大会。

活动中，李校长首先

指出了学校社团活动在特
色品牌建设中的重要意
义，希望全体活动指导教
师能够群策群力，用集体
的智慧构建学校的社团建
设。

评比中，人文素养、科
技素养、艺美素养、运动素
养四大类社团活动指导教

师结合本社团的活动特
点，从广泛推进有利于学
生良好学习习惯培养、全
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角
度出发，优化活动指导设
计，创新活动教学策略，呈
现了高质量的活动指导教
案。

(王子铭)

“心服务 新体验”——— 临港区税务局启动税收宣传月
4月1日，以“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为主题的第
30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正式启动，
威海市临港区税务局多渠道开展
税费优惠政策宣传活动，将税收
春风送入千家万户，把深化改革
新举措惠及纳税人，为企业保驾
护航，为经济平稳发展助力。

临港区税务局将第30个全国
税收宣传月的重点放在了新体
验、问需求、答疑难上。在启动仪

式上，临港区税务局邀请纳税人
作为“体验官”走进办税服务厅，
体验办税服务厅工作，根据其自
身办税体验为税务纳税服务工作
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体验官”
既是纳税服务的质检员，也是宣
传员。荣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邱
会计在税务人员的指导下，体验

“一键求助”的智能设备，方便快
捷的办税体验令其赞叹不已：“一
键求助真好用，领取发票再也不

慌张了，面对面、点对点的服务就
好像给我配备了现场导税”！

为进一步倾听纳税人心声，
临港区税务局又组织“体验官”们
参加2021年临港区“我为纳税人
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座谈会。临港区税务干部介绍
办税服务厅办税便利化工作举
措、相关配套制度以及“税费服务
产品体验师”活动方案，进行个税
汇缴宣传和辅导并为纳税人送上

税收大礼包。会上临港税务干部
们围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活动要求，征集纳税人缴费人
需求，并就《精准响应机制》(征求
意见稿)和纳税服务工作征求现
场纳税人的建议。

本次活动正式拉开了第30个
税收宣传月帷幕，下一步临港区
税务局将开展“闪课讲税收 助
力十四五”专题活动，税务干部将
利用纳税人在办税服务厅自助机

取票、排队办税和取号间隙的碎
片时间，开展税法宣传的“闪课”
辅导，着力解决纳税人的“堵难
痛”问题。并将联合地方，在临港
区主要街道开展税法普及，加大
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不断
为纳税人提供“新服务”，推动纳
税服务“心体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田佳玉 通讯员 刘小涵 马霄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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