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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建交65周年之际，19
日，经区边防沟北派出所联合
威海华能电厂举办“共庆中巴
建交65周年”主题活动，双方进
行书法、武术交流并进行友谊
篮球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以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建
设了大量电网基础设施，并帮
助培养电力专业人才，其中13
名巴基斯坦大学生到华能威海
电厂进行为期半年的专项研
修。
本报记者 孙丽娟 摄影报道

友友谊谊

本报威海5月19日讯(记者
李孟霏) 记者从市教育局

获悉，2016年威海“3+4”本科
共招410人，比去年多45人。今
年“3+4”本科招生有三大变
化，有意愿报考的学生和家长
需注意.

410人中，威海工业技术
学校与青岛科技大学、山东交
通学院对口贯通培养招生计
划90人，分模具制造技术、计

算机应用2个专业，各招45人；
文登师范学校与齐鲁师范学
院对口贯通培养招生计划320
人，分小学教育、学前教育2个
专业，各招160人。

今年招生有三大变化：一
是新增威海工业技术学校与
山东交通学院对口贯通培养
模具制造技术专业招生计划
45人；二是“3+4”师范本科招
生计划不再分到各区市；三是

“3+4”师范本科志愿和“3+4”
高职本科志愿一起填报，不再
安排在学业考试成绩公布前
填报。

“3+4”本科招生生源范围
为 具 有 威 海 市 学 籍 并 参 加
2016年初中学业考试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要求初中学业考
试综合成绩位次排名在全市
报考高中阶段学校学生的前
50%，且非考试科目的考查科

目成绩在合格以上。
“3+4”本科填报志愿时间

为6月24日至25日，考生可登
陆 威 海 教 育 网
(www.whedu1 .com)，点击“招
生考试”、点击“威海市高中段
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管理
系统学生登录”，按要求填报，
考试可填报一个学校志愿(含
两个专业志愿)。 6月26
日，考生可登陆平台查询录取

结果，6月27日，被录取考生按
要求到招生学校报到办理入
学手续，已报到考生不得参加
所在区市普通高中录取。若录
取报到生源不足，经报省教育
厅同意后，报考成绩位次可适
当下浮，下浮幅度不超过5%。6
月28日将在威海教育网公布
计划缺额情况，未被录取考生
可再次填报志愿，6月29日办
理录取报到手续。

今今年年““33++44””本本科科本本市市招招441100人人
比去年多45人，3大变化须注意

事事故故双双方方合合谋谋骗骗交交警警
肇肇事事方方夫夫妻妻都都要要被被拘拘

本报威海5月19日讯(记者
陶相银) “小兔子”撞了摩

托车，交警赶到时，摩托车司
机称“小兔子”是男司机驾驶，
但现场“小兔子”司机却是女
子。次日，摩托车司机又改口
称“小兔子”是女子驾车。交警
查找证据戳穿“小兔子”司机
肇事后找妻子顶替，又串通
伤者欺骗交警的伎俩。

5月7日下午，临港区蔄
山镇中韩路上，一辆“小兔
子”与一辆两轮摩托车相撞。
交警六大队民警赶到，妇女
李某自称“小兔子”司机，民
警询问摩托车司机张某，张
某却称驾“小兔子”的是男
子。次日，民警到医院对张某

做询问笔录，张某却城称事
发时驾车的是女子。

民警调取监控，发现当
天驾车的是男子王某，王某、
李某夫妻不得不交代。原来，
当天王某酒后驾车，途中撞
车后担心被追究酒驾，赶紧
打电话找妻子李某顶替。当
夜，夫妻二人赶到医院给张
某垫付医药费，与张某统一
口径。

王某肇事逃逸，被拘15
日、罚款2000元。王某拘留期
满后，警方将追究李某的责
任。民警介绍，李某的行为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
条——— 提供虚假证言、谎报
案情，影响执法机关办案。

““气气质质””77指指标标全全省省第第一一
省省财财政政奖奖励励223311万万元元

本报威海5月19日讯(记
者 王震 通讯员 王海
娟) 2016一季度全省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结果近日揭
晓，本市获得省级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资金231万元。

2016年威海一季度环

境空气质量同比改善，“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以
87天排名第一位，4项主要
污染物指标，重污染天气
数和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皆最佳，共夺得7个全省
第一。

本报威海5月1 9日讯 (记
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孙秀
华 ) 14日上午，由市文广新
局主办，威海市博物馆、威海
画院承办的国际博物馆日系
列活动“慧眼看景观·妙笔画
威海——— 少儿绘画大赛”及面
塑、陶艺等传统手工艺制作体
验在市博物馆启幕。

威海博物馆结合“博物
馆与文化景观”主题，推出丰
富多彩的系列活动。作为博

物 馆 日 系 列 活 动 重 头 戏 的
“ 慧 眼 看 景 观·妙 笔 画 威
海——— 少儿绘画大赛”，由来
自高区二小、大自然画室的
150余名学生分成两组，分别
在威海博物馆东侧观景阳台
与历史文化展展厅进行绘画
创作，发现并呈现威海景观
与文物之美。

绘画比赛结束，经评委评
定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所有获奖作品由威海博

物馆收藏，并在合适时机展
出。除绘画大赛外，当日威海
市博物馆还邀请民俗专家现
场教小朋友面塑、陶艺等传统
手工艺。“人文威海——— 姜中
东国画作品及威海老照片展”
也在当日开幕，本次展览集中
展出威海籍画家姜中东创作
的威海人文景观老洋房题材
绘画作品3 3幅，展出珍贵历
史老照片8 0幅，展览将持续
到6月25日。

庆庆祝祝博博物物馆馆日日，，市市博博有有系系列列活活动动
老洋房、老照片系列展持续到6月25日

本报威海5月19日讯 18
日，威海市立医院举行“山东省
肿瘤医院威海协作医院”揭牌
仪式。此次协作医院的建立，将
进一步密切威海市立医院同山
东省肿瘤医院的联系，建立起
有效、严密、畅通的上下转诊通
道，给威海地区的肿瘤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5月18日下午，威海市立医
院举行“山东省肿瘤医院威海
协作医院”揭牌仪式。揭牌仪式
结束后，省肿瘤医院的各位专
家团队在医院进行查房、会诊、
指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山
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医学科学
院名誉院长、山东省肿瘤医院
院长于金明院士还为参会人员
做了题为《精准肿瘤学新常态》
的精彩报告。

去年，威海市立医院正式
聘请了于金明院士，他是享誉
国内外的著名肿瘤专家，在业
界享有崇高声誉，也是我国肿

瘤放疗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
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精准
放疗”这一划时代的学术概念。
此次专家团队来威，使威海地
区的广大医务人员能够近距离
接受院士团队的亲授，近距离
得到院士团队的指导，这是威
海地区肿瘤诊疗事业发展的难
得机遇，必将为威海地区的肿
瘤诊疗学术水平的提高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于金明表示，威海市立医
院治疗肿瘤的技术在国内属于
一流，这次深入合作将发挥双
方的学科和人才优势，实现更
好更快的发展，最终造福于肿
瘤患者。与此同时，于金明介
绍，以前一些肿瘤患者要去外
地求医问诊，现在协作后，通过
人才和学科建设的优势，肿瘤
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
和国际优质的医疗服务，免去
了患者去大城市治疗的奔波之
苦。

威海市立医院将利用此次
协作医院的合作契机，进一步
密切同山东省肿瘤医院的联
系，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远
程会诊、双向转诊等方面与山
东省肿瘤医院建立全面协作关
系，实现无缝式连接，秉持连续
治疗管理的原则，建立起有效、
严密、畅通的上下转诊通道，给
威海地区的肿瘤患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医疗服务。

此次协作医院的建立，将
成为威海市立医院发展史上
的重要里程碑，也将在威海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留下光
辉灿烂的一笔。通过依托山东
省肿瘤医院这个高端平台，威
海市立医院将充分学习到各
位专家在临床诊疗、学术研
究、事业管理等方面的先进技
术和宝贵经验，加快推进威海
医疗卫生事业的科学发展，为
全市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医疗服务。

市市立立医医院院举举行行““山山东东省省肿肿瘤瘤
医医院院威威海海协协作作医医院院””揭揭牌牌仪仪式式

携携手手招招行行推推出出打打新新基基金金22 .. 00

鹏鹏华华兴兴泽泽55月月2233日日首首发发

股市难现赚钱效应，债
市频遭黑天鹅。在这样的市
场背景下，优选主动管理的
灵活配置型基金成为市场共
识。据悉，鹏华基金推出了全
新的“兴”系列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型基金，“兴”系列新成
员——— 鹏华兴泽定期开放灵
活配置基金将于5月23日在
招商银行等渠道发售。银行
理财经理告诉记者，灵活配
置型基金是近期客户咨询量

较大的品种，当市场走势不
明朗时，灵活配置型基金有
助于抓住阶段性和结构性机
会，成为穿越震荡市的一大
利器。

据了解，鹏华基金2015
年推出了“弘”系列开放式基
金，取得了较好的投资业绩。
今年以来，债券收益率持续
处在较低水平，牺牲一定的
流动性并采用杠杆，将有机
会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天天弘弘基基金金&&雪雪球球智智能能投投资资CCPP受受热热捧捧
33天天销销量量超超55000000万万

天弘基金联手雪球打
造的“斗牛二八轮动”策略
组合，一经上线就受到雪球
用户的热捧，上线3天销售
量就已突破5 0 0 0万，并仍
在持续增长中！该策略组
合，是天弘基金与雪球携手
在雪球旗下“蛋卷基金”上

推出的主打产品。天弘基金
副总经理周晓明表示，天弘
基金希望通过提供标准化
的指数基金、货币基金以及
其他基金来构建组合投资、
策略投资的形式，用产品化
的方式，来为客户提供咨询
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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