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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市发挥宣传教育培训先导作用
推动人口文化建设

今年以来，莱西市充分
发挥宣传教育培训的先导作
用，靠宣传教育培训形成正
确的社会舆论导向，转变群
众婚恋观念、婚育观念，建
设新型人口文化。以人口文
化创新提升工作水平，实现
最高层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
最根本的方法。

人口文化包罗万象，细
化为：婚恋文化、生育文
化、育婴文化、性文化、老
年文化、家庭文化。一是要
发展婚恋文化。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用先进的婚
恋文化促进家庭幸福、社会
和谐。二是要发展生育文
化。引导群众转变生育观

念，从根本上保证稳定低生
育水平的实现。三是要发展
育婴文化。把先进理念融汇
到对孩子的养育中，正确地
引导群众进行婴幼儿早期教
育。四是要发展性文化。通
过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引
导广大市民树立健康的和谐
的性文化。五是要发展老年
文化。青岛作为宜居城市、
幸福城市，发展老年文化，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
活水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义务。六是要发展家
庭文化。提高人的素质，提
升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和谐
家庭，有利于推动科学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

婚恋文化、生育文化、
育婴文化、性文化、老年文
化、家庭文化等“六个文
化”涵盖了人的生命全过
程，既影响着人口数量、素
质、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协
调，也影响着人口与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更关系着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

当前，我们要努力发展
“六个文化”，用“六个文
化”来引领人口和计划生育
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健康发
展 。 当 前 ， 要 抓 好 3 项 工
作：一是“六个文化”要进
社区。全面融入“和谐幸福
家庭促进计划”，抢占社区

文化服务阵地，体现在社区
服务的方方面面。二是“六
个文化”要进街道。要结合
各自实际，在城区主要街道
打造“六个文化”一条街。
三是要将“六个文化”融入
每一项工作之中。在技术服
务体系建设、流动人口均等
化服务、惠民政策落实、免
费避孕药具物流直通车、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各项
工作中，要融入文化的灵
魂，体现文化的特色，提升
工作品质和内涵。要通过办
几件实实在在对老百姓有意
义的事情，为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建设文化强市尽我们
的一份力量。 (程康)

万得数据统计显示，随着外围市场的好转，截
至一季度末，51只QDII基金平均回报率达6 . 7%，喜
迎开门红。其中，交银环球精选基金成立以来净值
一直在面值之上，3年取得了超过40%的业绩，而该
基金的投研团队也将于近期再度出海。记者获悉，
交银施罗德基金旗下第二只QDII基金——— 交银施
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下简称“交银资
源”)自4月9日起正式发行。

交银施罗德旗下首只QDII基金交银环球出海3

年多，截至一季度末，成立以来斩获41 . 20%的收益，
是所有QDII基金中少数几只经历金融危机后仍保
持正回报的基金之一，也是仅有的两只成立以来回
报超过40%的QDII基金。同时，该基金今年以来净
值增长率也已经达到9 . 16%,业绩优良。这3年多的管
理经验为交银施罗德锻造了一支颇具经验的海外
投资队伍，或将成为交银资源未来获取较为稳健业
绩的支撑。

据悉，交银资源将由交银环球掌门人郑伟辉先
生担纲基金经理。郑伟辉拥有35年从业经验。自
1977年起，任职于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其担任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独立投资
基金主管期间，负责管理香港机构客户、大型退休
基金、慈善基金及私人客户基金，管理资产超过30

亿美元，具备丰富的海外投资管理经验。2007年9月
郑伟辉加入交银施罗德，并于2008年8月起担任交
银环球基金经理至今。

谈及目前的投资环境，交银资源拟任基金经理
郑伟辉表示，目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和欧债危机依
然存在，但海外投资在政策面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因
素。资源品的投资会受益于刺激政策出台和经济增
长预期的改变；经济的基本面改善程度可能会制约
股市的上涨空间，海外市场特别是自然资源投资或
将存在阶段性、结构性的机会。

另外，他表示，新兴市场的人均资源消耗量相
对于发达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新兴市场的
人均财富的增长，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在人均的
资源消耗上，新兴市场预计仍存在结构性的上涨趋
势。资源供应面的制约因素和需求面的持续增长的
矛盾使资源投资可能具备长期的投资价值。

交银资源基金

掘金海外优质资源股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之焕

“其实我心里本来没
想着离，可是她一吵架就
嚷 着 离 婚 ，嚷 了 很 多 次
了，结果我们一气之下就
来离婚了……”6日，在崂
山区婚姻登记处，一对80

后小夫妻向记者讲述了
他们的离婚故事，还幸亏

有了这个离婚预约制度，
让他们这个婚没离成。妻
子小徐称，其实也不是真
的想离，但一吵架两个人
较劲较到那个份上了谁
都不认错，冲动起来就跑
来离婚。

崂山区婚姻登记处

主任沈健介绍说，现在像
小徐他们这样冲动离婚
的夫妻太多了，特别是一
些80后年轻夫妻，有的因
为一句话、一件小事就来
离婚。填个表，给他们一
段 冷 静 期 ，让 他 们 再 想
想，也许就能挽回一个家

庭。自今年1月1日起崂山
区开始实行离婚预约制
度，3个月内有53对夫妻预
约离婚，而实际办理的只
有18对，另外35对被成功
劝退，近七成离婚夫妻属
于冲动离婚，冷静思考之
后便会放弃离婚的念头。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
冲动，今天来办离婚明天
就要复婚，把婚姻想得太
简单。”崂山区婚姻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说，也常有
一些年轻夫妻刚离完就
要求复婚的。通常工作人
员都会根据夫妻双方的

具体情况来判断，但多数
都是赌气而来的离婚夫
妻，冷静型的少之又少。

同是1986年出生的小
杨夫妇便是一对典型的
例子，一次吵架，两人动
起手来，小杨说了句“不
能过就离”，接着妻子就

不甘示弱地拿出证件，两
人赌气办了离婚，还没出
门就开始后悔，第二天又
回来办理复婚。

沈健介绍，在崂山区
婚姻登记处办理的这些
离婚夫妻中，结婚一年以
上三年以下离婚的夫妻

占主力，其中结婚一年以
上的离婚夫妻占4 7%，这
些夫妻大多无子女、无财
产 ，离 起 婚 来 都 比 较 痛
快。6日，记者从市北区婚
姻登记处了解到，20岁—
31岁离婚夫妻的比例占到
50%。

据了解，青岛市离婚人
数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全市
共有13000对夫妻办理离婚
手续。沈健介绍她在婚姻登
记处工作的14年中，崂山区
的离婚夫妻数量一直在增
加，从最初的每年十几对，
增加到现在的每年300多

对，数量呈直线上升。
据悉，导致离婚的原因

主要有经济、家庭琐事、房
产、婚外情四个方面。在这
个四个婚姻因素里面，经济
原因为第一因素，经常有些
夫妻因为经济不好，或者财
产纠纷等离婚。在崂山区也

有不少妻子因为丈夫懒散、
不赚钱等问题而提出离婚；
家庭琐事则为第二因素，因
为这个原因离婚的多为80

后年轻夫妻，由于是独生
子女，80后对于家务、礼尚
往来等事情自己的看法比
较多，分歧也比较多，节假

日过后总会迎来离婚高
峰；房产为离婚的第三因
素，限购政策出来后，许多
夫妻运用假离婚来购买房
子的也不乏其人。此外，婚
外情也是诱发离婚的一大
因素，有婚外情的夫妻90%

都会选择离婚。

“婚姻不是儿戏，不仅有甜蜜，也有很多矛盾、
冲突，年轻人在结婚前一定要慎重。”沈健建议年轻
人不要跟风、扎堆领证，在结婚前就要好好思考一
下婚姻的真谛。

“我们准备以沙龙的形式组织一个婚姻家庭辅
导，在年轻人登记结婚的时候请专门的婚恋专家对
他们进行一下婚姻辅导。”青岛市四方区婚姻登记
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正在探索在婚前对年轻夫
妻进行心理疏导，以减少离婚率，让人们学会经营
婚姻。

据了解，沙龙将会设有婚姻危机、经营爱情等
多种课题，年轻夫妻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进
行选择，从而更好地珍惜感感情情，，避避免免离离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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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系冲动所致，离婚

也需要冷静期。

现状>>

53对夫妻预约离婚

影响>>

“今天离明天复”很常见

原因>>

四大因素导致离婚

沈健向记者出示他
们的离婚预约登记表。

对策>>

婚前进行婚姻家庭辅导

七成离婚系冲动所致

预约离婚仨月劝和35对夫妻


	Q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