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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青岛

市区天气

明天
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3—4级

转4—5级，1/7℃。

今天
今天白天，阴间多云，有小雨

雪，东南风转东北风3—4级，气温1/
5℃，相对湿度60%—90%，郊区温度
-2/7℃。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雪，东北风
3—4级，气温1/3℃，相对湿度60%—
90%，郊区温度-2/7℃。

郊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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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张杰) 12日，记
者从青岛市气象台获悉，14日起，一股中等
强度冷空气将再袭岛城，届时青岛市降温幅
度达6℃，同时伴有大风和雨夹雪。

12日，青岛市区气温一直在0℃以上。据
青岛市气象台监测，12日早晨的最低气温市
区1 . 4℃，郊区最低气温在莱西，为-5 . 0℃，
白天的最高气温市区5 . 7℃，郊区最高气温
在即墨，为6 . 7℃。

12日白天一天市区都是多云间阴的天
气，岛城上空被云层覆盖，市民很难见到阳
光。青岛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江敦双告诉记
者，12日开始，一股暖湿气流开始影响青岛
市，在南方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弱冷空气的
共同作用下，青岛市将会降下小雨雪。青岛

市气象台12日下午3点发布了短时天气预
报，青岛市区、崂山、城阳、黄岛、胶南、胶州、
即墨、平度、莱西、近海海域将出现阵雪 ,下
午4点左右青岛市部分地区飘起了小雨雪。

受强冷空气影响，上周“降温”成了岛城
天气的关键词，温和的天气持续没几天，14

日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又将影响岛城。据
青岛市气象台预报，14日下午起受一股中等
强度冷空气的影响，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降温幅度6℃左右，北风市区逐渐增强到4—
5级阵风7级，海上7—8级阵风9级。市区最低
气温降至-3℃，同时伴有雨夹雪天气。

14日恰逢西方情人节，岛城天气似乎也
想为这个日子增加一些浪漫的氛围，情人节
要在雨雪中度过了。

冷空气再袭青岛

情人节岛城迎来降温降雪

情人节献血可获赠巧克力
本报2月12日讯(通讯员 林青 记者

董海蕊) 13日至14日，青岛市中心血站
将举办“相约情人节 献血甜蜜蜜”的无偿
献血活动，期间献血市民可获赠精品巧克
力礼盒一份。

据了解，青岛市中心血站将举办“相约
情人节 献血甜蜜蜜”的无偿献血活动，凡
在2月13日至14日9时30分——— 16时期间献血

的爱心朋友均可获赠精品巧克力礼盒一
份，赠完为止。活动地点为台东爱心献血
屋、东泰佳世客献血车、李村必胜客献血
车。

血站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初次献血者
请携带身份证，再次献血者请携带身份证
和献血证。献血前一天请保持充足的睡眠，
献血当日须吃饱饭，忌空腹献血，多饮水。

济南 阴转多云 0℃/7℃
德州 阴转多云 0℃/8℃
聊城 阴转多云 -2℃/6℃
泰安 阴 -2℃/6℃
莱芜 阴 -2℃/6℃
菏泽 阴转多云 1℃/6℃
枣庄 雨夹雪转阴 -1℃/5℃
济宁 雨夹雪转阴 -2℃/6℃
临沂 雨夹雪转阴 -2℃/7℃
日照 雨夹雪转阴 0℃/6℃
烟台 阴转多云 -1℃/6℃
威海 雨夹雪转多云 0℃/4℃
潍坊 雨夹雪转多云 -2℃/6℃
淄博 雨夹雪转阴 -2℃/6℃
滨州 阴转多云 -1℃/9℃
东营 阴转多云 -1℃/8℃

省内城市

国内城市

海洋预报

由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提供

今日滨海浪高0 . 8米，浪向东南，水
温4 . 4℃。第一次高潮07：59，潮高4 . 00米；
第二次高潮20：19，潮高3 . 96米。第一次
低潮0 2：3 9，潮高0 . 4 8米；第二次低潮
14：58，潮高0 . 56米。

由青岛市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台提供

莫让情人节成了钱包劫
情

人 节 本 是
情 侣 之 间
增 加 感 情
的时机，却
日 益 演 变
成 了 商 场

抢抓“甜蜜经济”的促销节日，甚
至成为一些人相互攀比的节日，
高昂的过节成本，让不少人对情
人节感到恐惧。（详见本报C05、
C06版）笔者认为，情人节应该去

“金钱”存“感情”，回归原始的感
情表达日。

鲜花、巧克力、吃饭、看电
影、礼物，情人节这必不可少的
几样花销没有上千元是解决不
了的。而女孩们也在心里比较，
谁收到了9 9 9朵玫瑰，谁仅收到
了1朵玫瑰，谁收到了金项链，谁
没有礼物？即使这种攀比心理没
有对男朋友表现出来，但也为日
后的感情生活埋下了“隐患”。知
名作家苏芩说，情人节已成恋人
的“生死劫”。很多恋人都是在重

大节日前后分手的，像情人节、
圣诞节等，原本是喜庆的时刻，
却演变成分手的序曲。原因就在
于人们过于单一地给节日赋予
了“消费概念”，不少女孩子则把

“花钱”当作评判爱情的最重要
标准。

笔者认为，作为舶来品的情
人节，虽然已经成为国人默认的
节日，却逐渐成为商家促销的节
日，失掉了原来的感情内涵。不
少恋人也坦言，只要有钱，我就
愿意用物质方式来表达，这种行

为是自愿，也无法约束，但恋人
们应该明白，表达爱的方式有很
多，而不仅限于物质的攀比，量
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
式而能够得到对方的赞同，把情
人节过得温馨而有仪式感，即便
是一朵玫瑰、一块巧克力，只要
送得真诚，促进了感情，也就表
现了情人节真正的意义。

人力资源市场

本周有5场招聘会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李晓
闻) 本周，将有5场招聘会在青岛
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有需求的市
民和毕业生可前往参加。

2月13日(周一)，岛城知名企业
招聘会，预计95家单位参加，提供
岗位约2200个；2月14日(周二),餐饮
服务人员招聘会，预计123家单位
参加，提供岗位约2600个；2月15日
(周三),大中专毕业生招聘会，预计
100家单位参加，提供岗位约2300

个；2月16日(周四) ,营销业务人员
招聘会，预计95家单位参加，提供
岗位约2200个；2月17日(周五)，专
业技术人员招聘会，预计123家单
位参加，提供岗位约2700个。

地址：中国青岛人力资源市
场(延吉路38号)。

兴业全球大力寻找中国“苹果”

大摩华鑫主题优选基金

2月13日正式发行

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公司
了解到，该公司旗下大摩华鑫主题
优选股票型基金将于2月13日起正
式发行。大摩华鑫主题优选基金将
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多层次、多样化
的特点，动态挖掘证券市场中存在
的多元化主题投资机会。

大摩华鑫基金在近两年的权
益类基金绝对收益排行榜上拔得
头筹，近三年排名也跻身前三甲。
该排行榜同时显示，在权益类基金
超额收益排行上，大摩华鑫近两年
和近三年排名也分别位居同期可
比基金公司的第三位和第二位。

招聘Z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孟孟艳艳

北京 多云转阴 -4℃/5℃
天津 多云 -4℃/6℃
石家庄 多云 -3℃/5℃
呼和浩特 多云 -8℃/1℃
上海 小雨 6℃/11℃
南京 小雨 3℃/7℃
合肥 小雨 4℃/8℃
杭州 小雨 4℃/10℃
南宁 小雨转阴 9℃/15℃
广州 雾 12℃/23℃
福州 阴转多云 11℃/22℃
海口 阴转多云 17℃/23℃
郑州 阴转多云 -3℃/7℃
武汉 小雨 3℃/6℃
长沙 小雨转阴 4℃/7℃
南昌 小雨 5℃/9℃
哈尔滨 多云转晴 -12℃/-3℃
长春 多云 -9℃/-1℃
沈阳 晴转多云 -8℃/4℃
乌鲁木齐 阵雪 -16℃/-10℃
西宁 多云 -15℃/2℃
兰州 多云 -6℃/5℃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职业水平考试开始报名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李晓闻) 2012

年度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水平考试
报名已开始，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请于2月
1日至年2月15日，登录青岛市人事考试网
(http://rsks.qdhrss.gov.cn/)进行网上报名。

考生须按照网上报名流程如实填写、
提交本人报考信息并上传照片，下载打印
《资格考试报名表》，经所在单位核实并
签字、盖章后，到主管部门办理审核、确
认手续。

考生报名并经资格审查通过后，须在3

月3日9∶00—3月6日16∶00登录青岛市人事
考试网查询本人审核状态，审核通过的考
生进行网上缴费。逾期未办理资格审查、
网上缴费的，视作放弃。考试收费标准为

《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科目每人55元，
其他科目每人每科35元。请各位考生考后
妥善保管准考证，可于考试结束后一周内
持准考证领取考务费发票(贵州路69号321

室)。考试时间定于5月26日、27日。

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资助
申报工作启动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李晓闻) 近日，
由人社部组织的2012年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
动项目择优资助经费和“中国留学人员回国
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工作已经启动。申报
人员请于2月16日前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下载并填写申请表格。

这两项资助计划旨在鼓励和扶持留学
人员带技术、带资金、带项目回国创新创
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整体自主创新
能力。其中，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
优资助在2万—20万元之间不等，“中国留学

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资助金额最
高50万元，详情可查询青岛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网。

近年来，青岛市加大了在经济社会重点
领域引进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的力度，一批
创新型企业和技术项目随之来青落地，已有
40多名留学回国人才的科研或创业项目获得
国家人社部专项资助，这些项目对青岛市在
纳米新材料、新能源、高分子化工等高新技术
领域突破国外技术壁垒、达到国内领先甚至
世界先进水平亦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作为“轻资产”的典范——— Facebook在
美国提交IPO申请，仅仅8年之间，Facebook成为
资本市场宠儿，一跃成为硅谷的顶级企业，这也
再度引发市场对“轻资产”的热议。

无独有偶，日前国内首只以“轻资产”为投资

思路的基金——— 兴全轻资产基金已正式获批，该
基金将以“轻资产”作为重武器，寻找中国的“苹
果”、“Facebook”。轻资产公司在这里最关键的作
用是作为产业链与价值链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具
有很大的投资潜力，是中国经济的新生业态。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李晓
闻 ) 本周 ,将有 3场招聘会在海
尔路178号海尔路人才市场举办 ,

有需求的市民和应届毕业生可
前往参加。

2月13日(周一)，青岛市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洽谈会，预计参与
单位85家，提供岗位数877个；15

日 (周三 )，青岛市蓝色经济人才
招聘大会，预计参与单位142家，
提供岗位数1465个；18日(周六 )，
青岛市人才招聘大会，预计参与
单位153家，提供岗位数1579个。

地址：青岛市人才市场(海尔
路178号)。

人才市场

本周有3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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