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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孙伟

宋丹) 日前，一条“免试去新
疆当干部”的消息在微信朋友
圈流传。接到市民求证后，文
登区人社局紧急辟谣，未接到
任何上级部门有关此内容的
文件和通知，市民不要轻信和
转发。

“全日制本科学历，35周
岁以下未就业人员，想去新疆
工作的有志之士，可以到各县

区人社局报名。身份为参管公
务员，月工资5000元，不参加
考试，省厅直接面试，工作地
方在新疆喀什，去了就是乡镇
干部……”最近几天，一段信
息在微信朋友圈里被频频转
发，很多毕业大学生家长甚至
打电话向文登区人社局求证。

经文登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核实后，相关负责人
明确表示，文登区人社局从未
接到过任何上级部门有关此

内容的文件和通知，全省各级
各地的人社部门也从未发布
过这样的信息，另外这则微信
的具体内容叙述模糊不清，这
是一个网络谣言。

人社局工作人员进一步
解释，国家对公职人员的录用
早就有明确的规定。这则谣言
中提到的不参加考试就能直
接成为乡镇干部的说法完全
不符合法律要求。另外，涉及
文登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的招考信息都会及时通过
“文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网 ”( 网 址 h t t p ：/ /
rs.wendeng.gov.cn)和“文登人
社”官方微信、微博，并经新闻
媒体对外统一发布。

记者在网上搜索后也发
现，这则消息早在今年10月份
就有了，而且传播范围广泛。
针对这则消息，河北、河南、内
蒙古等多地人社部门先后出
面辟谣。

人社部门提醒，对于在社
交平台上造谣传谣等行为，根
据我国去年颁布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九)的有关规定，在社
交平台上编造传播虚假消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最高可
处7年有期徒刑。因此，对各类
非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渠道发
布的信息应提高警惕，应及时
与相关部门沟通求证，在不明
真相的情况下，不要随意转发
来路不明的网络信息。

““免免试试去去新新疆疆当当干干部部””是是谣谣言言
人社部门辟谣，未接到有关此内容的文件和通知

前前科科男男内内外外勾勾结结偷偷了了77万万元元防防污污漆漆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王再
魁) 有前科的丁某盯准企
业管理漏洞，买通看门保安
等人，趁夜窜至公司仓库，盗
窃了20桶船舶防污漆，价值
约7万元。日前，丁某等涉案
人员均被刑拘。

20日，经区崮山镇一家
船舶制造企业仓库内的油漆
被盗。接警后，崮山边防派出
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民警了解到，事发时正值周
末，企业内无工人干活，也鲜
有车辆进出。走访中，一目击
者称，19日晚，发现一辆面包
车驶出公司，行驶缓慢，“看
起来很沉”。根据线索，并经
大量排查，最终民警锁定了
该企业人员丁某。次日，正在
上班的丁某被抓获归案。

经了解，丁某曾有过盗

窃前科，目前在崮山镇的船
舶制造企业内打工。丁某发
现企业内部安全防范意识薄
弱，管理存在漏洞，心生贪念
便策划盗窃船舶防污漆。

得知企业侧门没监控探
头，丁某侧门而入。事发当
晚，丁某刻意让私交不错的
保安王某给当天值班保安打
招呼，以要去公司拿钥匙获
得免检权。准备就绪，丁某雇
了面包车并请老乡丁某某帮
忙，趁夜间无人，他们偷了20
桶船舶防污漆，藏在一处果
园。事后，丁某还给了保安王
某和面包车司机丁某某一笔

“好处费”，自以为天衣无缝，
不料次日落网。

因涉嫌盗窃罪，丁某、王
某、丁某某均已被刑事拘留。
目前，警方已将油漆全部追
回，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天黑较早，放学学生在市
区骑行存在安全隐患。28日下
午，交警二大队民警来到威海
一中，把爱心企业捐赠的300个
闪光灯，和交警购置的1200多
天反光条免费发放给骑自行车
的学生。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影报道

送送安安全全

千呼万唤始出来，市场关
注已久的深港通终于明确了要
在12月5日正式通车。不少业内
人士预测在各路逐利资本的作
用下，港股有望再成香饽饽，A
股市场低估值蓝筹股也望迎来
投资机会。聚焦AH股价差投
资 机 会 的 华 夏 沪 港 通 上 证

50AH优选指数基金(LOF)将
于11月28日开放申购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欲借道
公募基金参与深港通掘金的投
资者可以关注该基金。

华夏上证5 0AH优选指
数基金基金经理荣膺表示：

“同一股票的A股H股价差受

到包括市场资金条件、上市公
司行业组成、投资者结构和偏
好等方面影响，普遍性的股价
差异或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
后又趋于长期收敛，投资者可
通过本基金在两地市场受惠
于这些差异所带来的投资机
会。”

掘掘金金深深港港通通机机会会 华华夏夏上上证证5500AAHH优优选选指指基基上上市市交交易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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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部什
么样的座驾开
启 人 生 征 程 ，
这考验着车主
品 味 和 眼 光 。
不 久 前 ，东 风
悦达起亚新一
代K2在全国各
大主流媒体面
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以精
品家轿市场新典范姿态全
新亮相的新一代K2，通过
大量运用先进的造车理念
和精湛的生产工艺，成就越
级品质，为蓬勃进取的年轻
车主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因为品质领先，自首代
K2上市至今，已斩获诸多
国内外媒体及专业大奖，赢
得了业界权威的高度肯定，
近日，在2 0 1 6年美国 j·d·

power中国汽车性能、运行
和设计研究评比中，K2以
735的成绩荣登紧凑型高端
车市场榜首，这充分显示出
其长期占据细分市场的强
大实力。

从诞生伊始到现在，作
为纵横细分市场的热销车
型，K2凝结了东风悦达起
亚造车技术的精华，诠释了
一款越级精品座驾具有的
科技配置与高端品质。

一家企业的强大有时不
仅表现在规模与财务数据上，
有责任和使命担当的企业，更
为值得尊敬。在日前举办的

“2016第十四届中国最受尊
敬企业年会”上，嘉实基金荣
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同
时也是首度摘此桂冠的基金

管理公司。嘉实基金总经理赵
学军表示，能够作为基金业的
代表，与各行业的优秀企业并
肩 成 为“ 中 国 最 受 尊 敬 企
业”，对于嘉实而言意义非凡,
作为管理一家“向前看”的基
金公司，“助力产业腾飞，服
务财富增长”是嘉实的责任与

使命。据了解，作为国内综合
实力领先的基金公司，嘉实基
金成立近1 8年，管理资产总
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旗下
基金累计分红349次，分红总
额近700亿元，累计客户数量
4600万，15只公募创新产品
领跑业界。

嘉嘉实实基基金金荣荣膺膺““中中国国最最受受尊尊敬敬企企业业””

全全新新KK55：：““五五星星””的的不不仅仅是是品品质质 更更有有生生活活格格调调

在崇尚优雅格调今天，人
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从
未止步，来自东风悦达起亚的
全新K5，凭借卓越产品力及
深厚的品质内涵，重新定义了
中高级车型的潮流与趋势，为
消费者开启“五星”生活品
质。

近日，在2016年美国j·d·
power中国汽车性能、运行和
设计研究评比中，K5以786分
的成绩名列中型高端轿车市场
第二名。而东风悦达起亚另一

款 精 品 车 型
K3S，则以770
分的成绩在中
型轿车市场中
拔得头筹。这一
切充分说明，以
全新K5为代表
的K系矩阵产
品，其卓越品质
已经通过权威机构的认可，各
自的市场标杆地位也更加凸
显。

作为引领东风悦达起亚

品牌力向上突破的破局之作，
全新K5凝聚了东风悦达起亚
造车精髓，为实现更高的品牌
目标树立了基础和榜样。

全全新新爱爱丽丽舍舍卓卓越越品品质质不不懈懈追追求求

汽车行业从诞生发展至
今，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如今消费者在选择汽车的时
候，比起个性喜好的方面，更
加在意一款车的品质。

提到雪铁龙，使国人对其
有画面感的可能就是作为国
内汽车界“老三样”之一的富
康了。2013年基于PSA EMP1
全球同级最新平台制造的首
款车型——— 全新爱丽舍正式
在国内上市，汇集了雪铁龙百
年造车技术资源的优势，从研
发到生产都渗透着融入骨髓
的高品质基因。全新爱丽舍在

量产前就挑战了全球600万
KM全时全路况实车测试，无
所谓挑战极限，一切只为保证
在全球范围内均能具备高度
稳定性和适应性。

同时全新爱丽舍完美继
承了雪铁龙悠久的赛道基
因。从2014年雪铁龙首次进
军WTCC(世界房车锦标赛)
赛事以来，连续两年夺得“双
冠王”——— 年度车队总冠军
及车手总冠军的荣誉。

赛道的轰鸣声和奖台的
掌声，是对全新爱丽舍非凡
品质最有力的佐证。

环环翠翠国国税税提提升升出出口口退退税税质质效效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崔嘉伟) 一是运
用“互联网+”模式，定期通过税企交流群等实时
发布最新政策，使纳税人足不出户了解政策、解
决问题，为纳税人打造出口退税咨询平台；二是
在实地走访、核查过程中进行一对一辅导，防范
退税风险隐患；三是广泛开展提醒服务，及时协
助寻找信息。对企业申报的出口单证存在错误无
法接单的，及时进行提醒，减少企业失误造成的
损失。

荣荣成成审审计计局局打打造造廉廉洁洁机机关关

本报11月28日讯(通讯员 方丹) 近年来，
荣成市审计局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廉政工作会
议精神，突出“五个常抓不懈”，打造廉洁机关。

通过组织全体职工学习上级各级机关关于
廉政建设的重要精神，使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
精神实质，切实落实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抓好责任分解、责任检查、
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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