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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回归常态 大咖共话下半年投资机会

日前，以“全球加速转
型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
上投摩根基金举办了2021
投资策略分享会，共同探讨
未来市场发展及应对之策。

围绕国内权益市场，上
投摩根基金副总经理杜猛
指出，在过去两年权益市场
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估值持

续拔高带来股价上涨或有
难度，今年投资者对收益率
的预期需要降低，但也不必
过分悲观。具体而言，企业
盈利方面，今年会是很多A
股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较快
的一年，业绩持续超预期的
优秀公司将是获取超额收
益的主要来源。而在估值方

面，虽然部分行业面临估值
高企的风险，但A股仍有不
少行业估值处于历史20%-
30%的范围，这里面有很多
投资机会值得把握。综合来
看，今年选股标准上要更加
严格，投资上需要重点关注
估值和业绩增速相匹配的
投资标的。

中欧睿智一年持有6月17日发行，资深FOF战将桑磊掌舵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
的规模增长和品类扩容，
基金投资者选基难的问
题受到行业持续关注，以
基金为主要投资标的的
FOF产品受到投资者青
睐。据悉，由资深FOF战将

桑磊掌舵的中欧睿智一
年持有将于6月17日正式
发售，投资者可借道该产
品一揽子布局众多权益
精品基金。

据了解，桑磊从业超
13年，长期专注资产配置，

拥有CFA、CPA、FRM、中
国精算师等资格。他更倾
向于基于对市场的预判
和观察进行右侧操作，注
重安全边际和分散配置，
通过长期持有优质资产
力求获得超额收益。

育黎镇中心学校开展党史国情研学

为探访红色历史，接
受红色革命教育的洗礼，
近日，乳山市育黎镇中心
学校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
和优秀少先队员、团员等
赴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和
胶东育儿所，开展“党史国
情”研学活动。在胶东育儿
所教育基地，参观了胶东
育儿所旧址、胶东育儿所

纪念馆。通过参观学习，大
家深切的感受到共产党人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
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党
员同志们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以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进一步增强自身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自己

的岗位上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为建设精
致城市而努力奋斗。学生
们也都表示要珍惜幸福生
活 ,励志刻苦学习 ,发奋健
康成才,努力成长为社会主
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智慧力量。

(王旭光)

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以剪纸致敬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

为进一步引导学生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激发师生坚定文化自
信，乳山市下初镇中心学校
开展了“重温红色记忆，传
承革命精神---以剪纸致敬
建党100周年”主题活动。

学校邀请校外辅导员

指导学生们以剪纸形式，表
达了对建党100周年的深深
敬意和喜悦心情。同学们在
创作中了解党的 光 辉 历
程，在创作中追寻革命先
辈的光辉足迹。普通的纸
张在同学们的指尖焕发出
了别样的风采，《伟人像》

《开国大典》等一幅幅作品

在一双双巧手下诞生。此次
活动，以剪纸为媒，抒发了
师生对党、对祖国、对人民
的热爱的同时，更是为党的
生日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同时也让全体师生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为中
华文化伟大复兴播下红色
的种子。 (段起)

打造“四型”党组织，提升党建引领力

为增强支部规范化
建设，实现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乳山市西苑学校党支
部“四心”工程打造“四型”
党组织。

“红心”工程打造“学习
型”党组织：开展主题党课
学习。邀请市委党校老师
到校上课。举办“重读申请
忆初心、聆听家书悟初心、
榜样引领固初心”系列主
题活动。组织参观胶东育
儿所、天福山革命纪念馆，
接受红色革命精神感召。

“凝心”工程打造“引
领型”党组织：实施对党员
个人“两线”考核。实施将
教师业务考评中的工作

量、教绩、师德等项目纳入
党员的星级考核的“双向”
评价；实施“把党员培养成
名师，把名师发展为党员”
目标工程。遴选“双培”对
象，动态记录培养过程；设
立党员示范岗、先锋岗，以
岗定标、履职尽责，辐射带
动全体教师。

“真心”工程打造“紧
密型”党组织：与特校党支
部互为帮扶，开展文化观
摩、交流研讨；与镇村党支
部共建，上党课，为村里老
党员送温暖。深入片区，帮
助群众申请健康码，解决
实际困难；创新主题党日
模式，做实“3”做优“N”，编
制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

系列主题党日菜单。
“暖心”工程打造“服

务型”党组织：到社区开
展“禁放烟花爆竹”、“勤俭
节约”、“精致农家建设”等
宣传活动。开展社区家庭
教育指导，进行家教讲
座；走进社区，清理小广
告、捡拾垃圾，美化、亮化
小区环境，增强党员责任
心；在“雷锋月”、重阳节、
中秋节、春节，走进敬老
院、社区，慰问孤寡老人，
增进党民鱼水情；党员与
贫困学生结对帮扶，辅导
其课程，促提学习成绩。
帮助学生实现一个微心
愿，做好事实事。

(倪洪福)

乳山口镇中心幼儿园开展“童心向党，健康成长”活动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
因，讴歌党的伟大，感恩当
下的美好生活，全面提升幼
儿爱国主义教育情怀，乳山
市乳山口镇中心幼儿园开
展“童心向党，健康成长”系
列活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组织孩子用小小纽扣为
党旗、中国地图、天安门添

彩；用稚嫩的声音唱出拳拳
赤子之心、浓浓爱国情；用画
笔镌刻出一幅幅鲜艳、厚重
的爱国故事。设计了“穿越烽
火线”“补兵运粮”等丰富多
彩的红色亲子游戏活动，让
幼儿体验亲子游戏的快乐，
珍惜现在的生活，创造美好
的未来。党员教师给孩子讲

党史故事，孩子们从小学习
历史、铭记历史。此次活动，
激发了孩子树立将来报效祖
国的伟大志向，激励了教师
们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
命担在肩膀上，继续坚守初
心使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强烈的事业心做好自己的本
职工作。 (由晓燕)

车祸中两老人受伤,巡逻交警及时出手

在一起车祸中，骑着电
动三轮车的两位老人受伤，
乳山市交警一中队民警在
巡逻执勤途中遇到后，及时
出手相助，将受伤的两位老
人及时送上救护车，受到市
民的好评。

6月8日早7时许，乳山
市交警一中队民警在市区
巡逻，至青山路与文化街

交叉路口时，发现一起交
通事故。一辆白色轿车与
绿色电动三轮车发生碰
撞，造成电动三轮车翻倒，
致两位老人摔倒在地上。
民警发现一位老人面部出
血，伤情很重；另一位老人
出现胸闷、眩晕的情况，立
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
待救护车来的过程中，民

警和受伤老人沟通得知，
老人是从乳山寨镇南司马
庄村到市里卖土豆，不料
发生了事故。待5分钟后救
护车到来，民警协助医生
和护士，将老人送至救护
车上。在做好事故现场交
通疏通后，才驾车离开，继
续进行市区巡逻。

(宫文灵 高彦东)

畅园学校“诵读中华经典，传承华夏文明”

近日，乳山市畅园学
校开展了“经典诵读”活
动。一曲优美的《心型圈》
拉开了活动的序幕。第一
位朗诵者清晰的吐词，陪
衬温柔的背景音，把雨巷
中缠绵的情愫细细道来。

其他朗诵者展现了自己
的实力：有的激情澎湃，
有的则宛若山涧缓缓流
动的小溪……听众们都
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为了
让同学们能更体会到诗
歌的唯美，特意设了一个

互动环节：诗歌对接。互
动中，每一位答对的同学
都可得到一份精美的小
礼物。此次活动，不仅丰
富了同学们的课余文化
生活，同时更有力地彰显
了经典的魅力。(郑洪萍)

威海青年企业家走进综保区看跨境电商

环翠区“红色旋律 时代交响”

音乐会激情奏响
本报讯(记者 田佳

玉 通讯员 林慧芹) 6
月7日晚，2021环翠区“红
色旋律 时代交响”音乐
会在威海大剧院上演，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红
色视听盛宴。

音乐会共分为三个
篇章，分别为“星火燎原

旭日东升”“前赴后继

保家卫国”“红色引领
百年辉煌”，通过交响

乐演奏、独唱、重唱等不
同音乐表现形式，诠释红
色经典名曲。

本报讯(记者 田佳玉
通讯员 刘可佳) 为深入
贯彻山东省委关于青企峰会

“永不落幕”的要求，落实威
海市委“把解决企业困难问
题作为党委政府的努力方
向”的相关精神，6月8日，威

海市青年企业家跨境电商主
题活动走进综合保税区，近
50名市青企协会员、青联委
员进行产业精准对接。

威海青年企业家一行先
后实地考察了综合保税区园
区建设情况，集中收听收看

了青企峰会与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起步区的合作签约仪
式，举办了威海市青年企业
家大讲堂暨威海市“威青易
贷”工作现场对接会，并进行
座谈交流,寻求项目对接合
作可能或现场对接。

考生迟到错过班车

交警助力送考
本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刘顺 ) 6月
10日高考最后一天，威海
交警一大队民警早6时许
到达岗位，为保障考生车
队安全、顺利到达考场做
好了准备。

在二中北校区出发

点，民警指挥驶往二中南
校区的考生班车出发顺利
与一中车队成功汇合。车
队驶出5个路口之后，民警
突然接到求助：在二中出
发点有一名考生因迟到错
过了班车。正在海滨路执
勤的一大队民警刘蒙迅速

驾驶警车返回出发点接上
迟到考生，一路疾驰赶往
考场，途中刘蒙通报位置
并告知沿途执勤民警注意
放行，7分钟后，载有考生
的警车顺利到达二中南校
区考点，考生向民警表示
感谢。

海边散步时发现一支土枪

威海市民主动上缴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孙健 邓颖
玉) 为强化辖区治安管
理，及时消除治安隐患，
威海海岸警察支队泊于
派出所结合安全生产月
活动开展危爆物品清缴
整治宣传活动，收缴土枪
一支。

6月9日13时许，泊于

镇居民邹某到所主动上
交一支枪支。经了解，邹
某系泊于镇某村民，其于
6月8日下午16时许在泊于
镇黄石圈海边散步时发
现一支土枪。因为民警经
常在走访中宣传私藏弹
药及枪支的危害性，发现
土枪后，他第一时间上
交。派出所民警对邹某德

主动上交枪支的行为表
示肯定。
警方提醒：枪弹危险，切勿
私藏。非法持有、私藏枪
支、弹药属于违法行为，广
大人民群众应积极举报涉
及枪爆的违法犯罪活动、
提供违法犯罪活动线索，
全力维护辖区治安稳定，
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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