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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青岛

市区天气

明天
多云间晴，北风4—5级，

气温-1/5℃。

今天
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北风

3—4级，气温-1/5℃，相对湿度
20%—60%，郊区温度-3/6℃；今
天夜间，多云间晴，北风转西南
风3—4级，气温0/2℃，相对湿度
20%—60%，郊区温度-3/6℃。

郊区天气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11//66℃℃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00//66℃℃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22//55℃℃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33//55℃℃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11//66℃℃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11//55℃℃

济南 多云 2/8℃
德州 多云 0/8℃
聊城 多云 1/7℃
泰安 阴 2/9℃
莱芜 多云 0/8℃
菏泽 多云 4/10℃
枣庄 晴 1/10℃
济宁 多云 1/8℃
临沂 晴 -1/8℃
日照 多云 -1/5℃
烟台 晴 -2/3℃
威海 晴 -1/3℃
潍坊 晴 -2/5℃
淄博 晴 -1/9℃
滨州 多云 -2/6℃
东营 多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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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向北，水温
4 . 2℃。第一次高潮04：53，潮高4 . 30米；第
二次高潮17：16，潮高4 . 35米。第一次低潮
11：57，潮高0 . 10米。

由青岛市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台提供

北京 阴 -1/6℃
天津 多云 -1/7℃
石家庄 多云 0/7℃
呼和浩特 晴 -14/2℃
上海 阴 4/8℃
南京 阴 1/8℃
合肥 阴 3/7℃
杭州 小雨 3℃/5℃
南宁 小雨 10/14℃
广州 小雨 10/13℃
福州 阵雨 8/11℃
海口 小雨 17/26℃
郑州 多云 1/8℃
武汉 阴 3/7℃
长沙 小雨 4℃/6℃
南昌 小雨 4/6℃
哈尔滨 晴 -13/-1℃
长春 晴 -13/-4℃
沈阳 晴 -12/-2℃
乌鲁木齐 多云 -6/1℃
西宁 多云 -7/3℃

11日图书馆有

消费维权讲座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孟艳) 3

月11日9点半青岛市图书馆四楼视
听室有《避免消费陷阱，做理智的
消费者》讲座。

为了提高市民的消费维权意
识，在“3·15”到来之际，青岛市图书
馆将邀请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的
专业律师，通过生动的案例来引导
市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最大限
度地避免消费陷阱，同时告诉消费
者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
何用法律手段来挽回损失。

当天律师将在讲座现场为听
众提供法律咨询和纠纷解决方案，
欢迎市民参与。

讲座J

强化企业信用，让消费者明白消费

近
期，“3·15”
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日
即将来临，
在 工 商 部
门 的 鼓 励

和媒体的号召之下，消费者的
投诉意见和抱怨声开始一浪高
过一浪。食品消费缺斤短两，杂
牌商品冒充名牌以次充好，房

产家装消费遭遇黑心商家……
产品质量和服务难以尽如人
意，消费者的权益何时能够切
实得到保障？

去年的达芬奇“造假门”、
味千拉面“骨汤门”等事件一波
接着一波，随着一个又一个国
内外知名品牌的谎言被揭穿，
大家不禁要问，消费者的知情
权如何维护？与企业生存息息
相关的信用为何如此不堪一
击？我们该如何重构社会的信

用体系？
除了产品质量问题外，给

消费者造成伤害的还有企业诚
信的缺失。有专家指出，国内企
业信用下降是客观存在的，商
家“捞一把就走”的心态仍然普
遍存在，市面上大量的假烟假
酒就能说明问题。而国内尚不
完善的法律法规使一些不良商
家有空子可钻，更是打假难、消
费者维权难的原因之一。

要让消费者明白消费、明

白维权，不妨借鉴西方国家的
一些做法，例如加大对不诚信
企业和个人的惩罚力度，逐步
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
档案等等。同时，奖优罚劣，对
信用度高的企业给予适度表
彰，树立商业典范。信用体系的
重构虽然任重道远，但有益的
探索和改良措施必不可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晓晓闻闻

华泰柏瑞：

有了指数基金，为什么还要做ETF？

最近，华泰柏瑞的客服经常会接到电话咨
询：已经有了指数基金，为什么还要做ETF呢？
而且，为什么ETF，还会受到专业圈、媒体圈那
么大的关注呢？

首先，ETF的运营成本较低廉。第二，ETF

的交易成本也较低廉。第三，ETF的资金效率较
高。第四，ETF和指数的偏离度较容易控制。因
此从投资人的利益来看，ETF有其优势；而历史
证明，给投资人更多优惠的产品，最终会得到
投资人的认可。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张杰) 前一股冷空
气还没走，新的冷空气又要来袭。8日记者从
青岛市气象台获悉，10日下午有一股冷空气
再次影响青岛，不会带来明显的降水和大风
天，气温小幅下降。

8日上午青岛继续晴朗的天气，没有冷
空气的作用，气温有了明显上升。早晨市区
最低气温2 . 1℃，白天随着阳光的照射，下午
3时，市区最高气温升到了 7 . 8℃。傍晚开

始，随着冷空气前锋逐渐进入青岛，天空云
量明显增多，北风风力也逐渐增大。

据青岛市气象台预报，9日早晨，市区
气温会稍有降低，1 0日下午，又一股冷空气
补充进来。由于强度较小，带来的影响并不
大，没有明显的降温和大风过程，气温降
幅也有限，预计本周末，市区最高气温在
5℃—6℃左右，最低气温也会保持在0℃以
上。

明日起新一股冷空气造访

开发区将打造

两个旅游小镇

本报3月8日讯 (记者 张杰
通讯员 臧富贵) 8日，记者从开发
区旅游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挖掘乡村
旅游资源优势，开发区近期将重点打
造青石湾滨湖生态旅游小镇和南岛
海滨渔民风情(民俗文化)小镇。

据悉，青石湾滨湖生态旅游小
镇将依托青石湾水库，突出生态林
业、观光林业、高效林业的主题，通
过规划建设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建
筑设施，建设成湖生态旅游小镇。南
岛旅游小镇由渔鸣嘴、顾家岛、董家
河、施沟、石岭子、刘家岛、鹿角湾
等7个社区组成，通过保留海草房胶
东特色民居、再现古朴渔村风貌，
打造全国独一无二的胶东海滨渔
民风情小镇。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始年检
持续到5月底结束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李晓闻) 日前，青
岛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检工作已正式开
始。凡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 (不含2 0 1 2年新设立的机构 )，必
须参加年检。

年检时间将持续到5月底，历时3个月，将
对设立的许可条件、许可服务项目业务开展
情况、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及社会保险缴纳情
况，以及诚信守法经营情况，投诉及处理情
况进行核查。

公共服务机构年检需提供《青岛市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年检报告书》、《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正、副本原件)、《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原件核对后退还 )、2011年工作总结。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还需提供工商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副本）、法人单位提交经企业法
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年度资产负
债表和损益表，非法人单位需提交企业经营
情况；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和劳动 (聘用 )

合同原件；2011年第四季度社会保险缴费凭
证(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社会保险缴
费核定单及个人参保明细)；核准经营办公场
地合法使用证明 (属自有场地的提交场地产
权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属租赁场地的提供不
少于1年租赁期的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原
件核对后退还)。

头脑奥林匹克大赛青岛摘得榜眼

获得赴美参加世界大赛资格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李珍梅) 8日，记者
从市教育局获悉，青岛代表队在第25届头脑奥
林匹克创新大赛中综合成绩排名全国第二，获
得赴美参加世界大赛资格。

据了解，本届大赛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
及中国香港、德国、俄罗斯、新加坡等3 8 8支
代表队参加，青岛市共计有 2 1支代表队参
赛。青岛20中赢得“神秘的科学”竞赛项目全
国第一名、“古典生存还是毁灭”竞赛项目的
一等奖(全国第二名)；青岛理工大赢得“可选
择的结构”竞赛项目全国第一名；青岛2 3中

获得“奥德赛天使”竞赛项目一等奖 (全国第
二名 )；青岛39中等6个参赛队获得各个竞赛
项目的二等奖；青岛市实验小学、青岛基隆
路小学等11个参赛队获得各个竞赛项目的三
等奖。

据了解，头脑奥林匹克竞赛参赛对象包
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学段
的学生，实行按年龄分组比赛的办法，将动
手与动脑、科学与艺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有机结合，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
团队合作精神。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董海蕊)
8日，记者从青医附院儿科获悉，

该科将于10日、12日、13日举办儿童
矮小症义诊暨小于胎龄儿(SGA)患
儿免费受试者招募活动，符合条件
的参与者在至少两年内可得到免
费生长激素治疗。

据介绍，导致儿童矮小的因素
很多，其中一种是由小于胎龄儿
(SGA)引起的，也就是俗称的低体
重儿。青医附院儿科定于10日、12

日、13日举办儿童矮小症义诊暨小
于胎龄儿(SGA)患儿免费受试者招
募活动，此次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
招募120位小于胎龄儿(SGA)患儿，
参与者将获得至少两年的免费生
长激素治疗，参与者须是出生体重
在2 . 5公斤以下、出生胎龄大于37周
的儿童，其中女孩为2—6周岁，男孩
为2—7周岁，家长可直接到青医附
院儿科进行咨询。

青医附院周六

有矮小症义诊

义诊Y

青岛首个慈善定点医院挂牌
家庭困难的市民看病享受半价优惠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陈之焕 通讯员
卜庆禹) 9日，青岛市首个慈善定点医院将挂
牌。困难市民看病可免收挂号费、专家诊查费
等，诊治期间发生的治疗费、辅助检查费减半收
取，弱势群体在该院办理门诊大病免收起付费。

该院是由青岛市慈善总会、四方区民政局
与新惠康医院联合确立的，是青岛市第一家全
科慈善定点医院。医院首次采用将城市低保、
医保、慈善资助、医院适当减免费用融为一体
的救助模式，在全省也尚属先例。医院主要对

四方区的下岗职工、孤寡老人、低保户等进行
救助治疗，对痛风、骨关节病、股骨头坏死、糖
尿病等单病种患者且自愿接受诊治的困难人
群则扩大到全市范围。

医院有四台医疗救护车，对不方便来医院
就诊的患者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另外，还设立
了关心和照顾临终患者临终关怀科室。符合救
助条件的困难人群就诊时携带本人身份证、医
保卡及困难证明，医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治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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