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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煤气爆炸逃出将门反锁
煤气仍泄漏，民警找人开锁进门排险情

本报 6 月 28 日讯(通讯

员 杨乐德)李某在酒吧与

人发生争执，将他人捅伤后

逃跑，正当警方在网上调查

时，发现李某居然是一名逃
犯。 28 日，笔者从寿光警

方了解到，李某已被刑拘。

4 月 15 日晚，李某与朋

友一起到寿光市区一酒吧

玩，因酒吧走廊狭窄，两人

难以并排通行，李某与对面

走来的中年男子相互推搡了

一下，李某便破口大骂对

方，中年男子便理论起来，

见中年男子与自己理论且态
度强硬，李某便掏出随身携

带的折叠刀朝他捅去，将中

年男子的胸部、手部捅伤，

中年男子便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派出所巡

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然

而，李某早已逃跑，民警让

在场的有关人员到所里进行

调查。通过调查核对李某的

网上资料，发现李某竟是一

名网上逃犯。

原来，在 2009 年 5 月

26 日晚，李某与朋友在黑龙

江省阿城市一家烧烤店吃

饭，因朋友与邻桌发生争
吵，李某便与朋友持刀将受

害人砍至轻伤后逃跑，以为
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便又明

目张胆地滋事，没想到被寿

光警方抓获，李某现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本报 6 月 28 日讯(通讯

员 张莉莉)一男子在自动

取款机上发现一张别人忘取

的银行卡，就心生贪念取了
1000 元钱，结果被银行卡主

人报警，男子也被警方传
唤。民警称，男子的行为已

经构成银行卡诈骗犯罪。

19 日 8 点 20 分，化龙

派出所接到报警，文家街道

的张某在化龙镇丰城某银行

自动取款机取款后，一时马

虎，忘记取走银行卡，结果

被人冒取了 1000 元。接到报

警后，化龙派出所迅速展开

调查。经过多方面调查，发

现化龙镇的张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办案民警便将张某依

法传唤到派出所，经询问，

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

男子酒吧捅伤他人逃跑
警方网上调查竟是逃犯

他人ATM 机上忘取银行卡

男子生贪念冒领一千元

百位老人唱红歌

本报 6 月 28 日讯(通讯员 张

莉莉)一男子因操作不当导致煤气爆

炸，逃出门时误将房门反锁无法进

入，而煤气当时仍然在泄漏。警方请

来开锁人打开房门关掉了煤气，消
除再次爆炸的可能。28 日，民警提醒

市民，要规范使用煤气罐。

22 日 19 时 27 分，寿光市公安

局工业区派出所接到 110 指令称，

在光明路某住户家中发生煤气爆炸
事故。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当时煤气还在泄漏，随时都有

再次爆炸的可能。受伤的刘先生出

门时误将门反锁，钥匙也落在了家

里，情况非常危险。

民警迅速在现场布设隔离带，

及时疏散群众，专业人员将锁打开

后，民警进门将门窗全部打开消除

了安全隐患。

据了解，事故是由于煤气罐操
作不当引起的。刘先生说，在家时，

他很少下厨房，最近家里新换了煤

气罐，他不太会用，做饭时，操作不
当引发了煤气爆炸。

民警提醒，夏季是燃气火灾高
发期，煤气罐的使用安全尤其重要。

国家规定，用户的煤气罐应定期安

检，可是大多数市民安全意识淡薄，

根本不知道煤气罐还应安检。国家

有关部门规定，使用未超过 20 年的

煤气罐，应每 5 年检测一次；超过
20 年的，应每 2 年检测一次；当煤

气罐受到严重腐蚀或其他严重损伤

时，应提前进行检测。同时，煤气罐

的放置地点不得靠近热源和明火，

并应该保证气罐罐体干燥。

本报 6 月 28 日讯(记

者 孙国祥)28 日，在潍

柴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

社区里 100 多位老人为迎

接党的生日唱起了红歌。

上午 8 点，在潍柴老

年活动中心，“潍柴老年

人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文艺

演出”正式开始， 100 多

位老年人演唱了《走向复

兴》《我的祖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红色歌曲。

社区王国秀主任介

绍，参加演唱的老年人平

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她

们想通过唱红歌的方式，

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

绩和取得的成绩。

买保本基金三大提醒
不是任何时候买都保本

既然保本基金这么好，那么是否大家都去买保本基金呢？需要特别
提醒的是，保本基金如果提前赎回，是享受不到“保本”的，切不可随
便购买。作为一种特殊基金，购买保本基金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此，

才能在保护本金的基础上，真正做到资产增值。对此，《投资与理财》

总结出了购买保本基金的“三大必知”。

今年 5 月份，寿光农村商业银行滨海

支行被共青团潍坊市委授予“潍坊市青年

文明号”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滨海支行切实贯彻将文明

服务“焦点问题”变成“亮点工程”的指

导方针，通过多次组织员工到潍坊中行、

工行等九家同业单位进行参观学习，加大
员工服务培训力度等措施，在网点环境面

貌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

农商行滨海支行注重把文明服务与业
务开展相结合，把文明服务有机结合到实

际工作中。积极做好客户群体的细分工

作，重点抓好攻关黄金客户工作，有针对

性地的运用金融品种，丰富金融产品，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做好优质服务与信贷支

农相结合，在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前提
下，进一步强化“三农”意识，创新服务
品牌、拓宽服务领域，加大支农有效投

入，切实解决好农民贷款难和农村大户、

工商户贷款难的问题。

该行连续多年被上级管理部门评选为
“十佳服务窗口”、“文明单位”、“文
明和谐单位”等荣誉称号。

李相林 崔海霞

寿光农村商业银行滨海支行

被授予“潍坊市青年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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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任何时候买都保本

是不是不管什么时候买的

保本基金，都能保证本金安全

呢？答案是否定的。保本基金的

保本承诺，有认购保本和申购

保本之分，现在市场上的所有

保本基金中，对申购保本做承

诺的只有南方恒元，其余都是

对认购保本做承诺。简单来说，

这些保本基金只有投资者在募

集时购买的份额，才能享受保

本的待遇，在之后打开申购的

时间里购买的份额是不能享受

保本的。对投资者来说，如果想
保本，只能考虑申购正在募集

期的保本基金。

提前赎回不保本

在股市出现暴跌的时候，

保本基金也会出现阶段性的亏

损。比如，《投资与理财》去年 6

月就报道过“保本基金不保本”

的新闻，当时仅有的 6 只保本

基金前 5 个月全线亏损，其中

有一只保本基金亏损达到
7 . 64%。在那种时候，是不是该
赎回保本基金呢？专家指出，即

便出现亏损，保本基金最好也不
要提前赎回，因为那样无法保证

本金安全。基金公司的承诺是，

只对在募集期内认购，并且持有

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资产提供

保本承诺。如果投资者中途因急

需资金而赎回基金，投资本金是

享受不到保本的。

提前赎回收惩罚性费率

保本基金的份额变化都比

较小，有点类似封闭式基金。

因此，保本基金会把绝大部分
的钱用来投资，不像开放式基

金那样，随时留一笔现金出来

应对赎回，而出现赎回时会比

较被动。因此，对于提前赎回

的投资，保本基金的赎回费率

比较高，带有一定的惩罚性质。

比如，持有期限一年以上 1 . 5 年

以下，建信保本赎回费率为
1 . 6%，汇添富保本为 2%，因此，

如果你投资保本基金，最好做

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般都

会持有 3 年以上。

李宗年

陈女士前两天收到一条某

银行的短信，内容是该银行正
在发行一款 7 天期理财产品，

投资于债券、票据等市场，预期

年化收益率达 5 . 8%。

“上个月这类产品的年化

收益率还在 3 . 5% 左右，现在竟
然上涨超过 60%。”陈女士看到

这条短信后，她非常心动，急匆

匆跑到银行网点打算购买这款

理财产品。细看理财产品说明，

陈女士发现这款产品发售期是
2 天，当天是第一天，资金结算

到账期也要 2 天，也就是说，如

果当天买，这款产品对资金的

实际占用时间是 11 天。计算一
下，如果用 10 万元购买这款产
品，以年收益率 5 . 8% 计算，7 天

的收益就为 7×10 万×5 . 8%/

365=111 . 23 元，每天收益约为

15 . 89 元。而由于资金被多闲置

了 4 天，实际收益率就降低了。

这样算下来，10 万元的每天收
益只有 10 . 11 元。实际的年化收
益率就变成了 3 . 69%。

“既然是超短期产品，就不
应该存在过长的发售期和结算

期，否则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

率肯定会缩水。”陈女士抱怨，

“但是如果当天不买，又担心第

二天买不到，因为理财经理说

这类产品最近卖得非常火，一

般一天就售完。”

据了解，6 月 20 日以来，多

家银行在售 7 天期理财产品，

表面上看，销售期限长的产品

预期收益率较高，但是细算下

来，销售期短的产品实际收益

率并不高。

李壁如

银行超短期产品收益水分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