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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12月12日讯(记者
陶相银) 13日，一股中等强

度的冷空气开始影响威海。受
其影响，13日沿海风力较大，预
计可达阵风9级，13日夜至15日
各地有阵雪且气温较低。本周
后期，天气转晴，但气温持续偏
低，预计最高气温5℃左右。

13日，阴转多云，夜间局部
有小阵雪，北风沿海7级阵风8到
9级，内陆5到6级阵风7级，温度

沿海2℃到8℃，内陆0℃到7℃。
14日，多云间阴，局部有小

阵雪，北风沿海6到7级减弱到5
到6级，内陆5到6级减弱到4到5
级，温度沿海-1℃到2℃，内陆-
4℃到1℃。

15日，多云间阴有阵雪，北
风转西北风沿海5到6级，内陆4
到5级，温度沿海-2℃到5℃，
内陆-6℃到4℃。

16日和17日，威海各地天

气转晴，气温偏低，预计沿海和
内陆的最高气温均在4℃左右。
预计18日起转为南风，气温将
略有回升。

受大风天气影响，各海区
在13日将出现强风、巨浪、巨
涌，直至14日才逐步减弱，威海
市海上搜救中心于12日发布海
上风险蓝色预警信息，请乘坐
轮船、渡轮的市民提前关注相
关信息。

今今起起大大风风，，明明天天降降温温有有阵阵雪雪
搜救中心发布海上风险蓝色预警，本周以晴天为主但气温持续偏低

海海水水淡淡化化用用泵泵等等77个个项项目目获获55112200万万元元补补助助

本报威海12月12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刘海靖)
从事财政局了解到，省财政

厅近日下拨2013、2014年度泰
山学者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
队支撑计划中期评估后的第
二批扶持资金5120万元，支持

双轮股份海水淡化关键用泵
等7个项目。

2013年2月，山东省《泰山学
者蓝色产业领军人才团队支撑
计划》出台，从省级蓝黄“两区”
建设专项资金中给予每个团队
1000万-3000万元，用于蓝色经

济区产业人才项目经费资助，推
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当年，威
海的双轮股份海水淡化关键用
泵等2个团队项目通过省级评
审。2014年，威海北洋集团年产
240台光纤水声系统等5个项目
也通过评审。

““感感恩恩””演演讲讲诠诠释释情情怀怀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丹)
日前，威海机械工程高级

技工学校开展以“知恩感恩、
懂回报”为主题的师生演讲
比赛，56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参赛师生们围绕“知恩感恩、
懂回报”这一主题，从不同角

度诠释自己的感恩情怀。
此次比赛为师生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掀起
了知恩、感恩、懂回报的热
潮，进一步激发教师勤奋工
作、积极进取，教育学生心存
感恩、励志成才。

由由不不得得你你 最最省省油油家家轿轿竟竟然然是是CC44世世嘉嘉

油耗，开车就成为“祥林
嫂般”永恒话题；油价，七上
八下也总牵扯着车主们的
心。人们常说：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对于不少车主来说，却
是"油耗"和"动力"难两全。

但是，这一定律被C4世
嘉打破了。

C 4 世 嘉 拥 有 1 . 6 L
CVVT、230THP PureTech
(1 . 2THP)两款动力总成。其
中，1 . 6LCVVT发动机是畅
销中级车市的黄金排量，而
2 3 0 T H P P u r e T e c h
(1 . 2THP)发动机则连续两
年蝉联"国际年度发动机"大
奖，100kW的最大功率不仅

动力充沛澎湃，更重要的是
百公里油耗低至5 . 2L，可媲
美市面主流2 . 0L发动机排
量。同时，其采用了STT智能
启停系统，在一般路况下可
以节约5%的燃油，而在拥堵
路段最高则可省油15%。也
只有这样的"少吃好做"，才
无怪乎它在C-ECAP油耗测
试中的得分，几乎与混动车
型有得一拼。

如今，"买车就买省油的
车"成了很多购车者的选车重
要法则之一。C4世嘉用超低
的油耗兼顾燃油经济性的惊
艳表现，让广大车主尽享速
度与节能相融的驾驶乐趣。

受全球“黑天鹅”事件频
发和国内证券市场持续震荡
的影响，债券型基金升级版

“定开债基”成为投资市场中
的爆款。但由于定开债基的历
史较短，如何选择一只优秀的
定开债基成为投资者面临的
一大难题。对此，业内人士表

示，相比于新发基金，具有优
秀历史业绩的定开债基更加
值得投资者关注。据悉，诺安
基金旗下已经成功运作三期
的定期开放债基——— 诺安泰
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基即将于
12月12日——— 1月11日开放
申赎，届时投资者可通过各大

银行、券商和诺安基金直销平
台进行申购。据wind数据显
示，该基金成立三年来整体业
绩表现亮眼,截至12月9日，该
基金成立以来的累计净值增
长 率 为 2 2 . 8 % ，完胜同 期
11 . 23%的业绩比较基准增长
率。

定定开开老老将将载载誉誉归归来来 诺诺安安泰泰鑫鑫一一年年定定开开债债基基打打开开申申购购

嘉嘉实实首首只只大大数数据据基基金金成成立立一一年年
大大数数据据助助阵阵主主动动量量化化实实现现超超额额收收益益

近两年，由基金公司联合
互联网公司推出的大数据基
金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基于主
动投资、被动投资或灵活配置
等不同的运作思路，大数据基
金表现各有所长。Wind数据
显示，市场上首只运用“大数
据”投资的普通股票型基金，

嘉实腾讯自选股大数据基金
即将成立一年，截至 1 2月 5
日 ，其 今 年 以 来 回 报 率 为
9 . 65%，在147只普通股票型
基金中排名第9，同类基金同
期平均回报率为-8 . 01%，沪
深 3 0 0指数同期涨跌幅为 -
7 . 01%。

嘉实基金相关人士表示，
投研策略小组由风格与理念
相近的基金经理、投资经理和
研究员组成，并匹配合适的产
品，小组充分探讨投资目标，
成员各取所长，应对复杂环
境，有助于提升专业投资能力
及产品业绩。

自去年以来，高区管委对
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双评审”
方式后，评审质量得到很大提
升，且节约了大量资金。今
年，又创新增加采用“全过程
跟踪评审”的方式进行评审，
通过“高新医疗器械产业园、
双岛湾、高新企业孵化中心三
星”等几个项目的实施来看，
此评审方式已取得显著效果。

“全过程跟踪评审”方式，既
有效降低了评审风险，又提高了
评审质量。一方面改变了以往竣
工后结算的单一结算方式，另一

方面在整个过程中加大审计工
作人员的参与力度，从而对工程
实施全过程控制。例如在“高新
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中，施工
方提出“为加快施工进度，建议
梁板砼强度等板采用同层样板
砼强度”，评审中心委托中介机
构审核后，发现仅A1科研楼费
用涉及金额达30余万，遂建议等
级差距大的不予调整，从而有效
节省了预算资金。

“全过程跟踪评审”方
式，可分为“事前跟踪审计环
节、事中跟踪审计环节、事后

跟踪审计环节”三大部分。在
“事前跟踪审计环节”中加大
审计人员的参与力度，在项目
招标前对预算控制价进行“双
评审”，严格控制好预算金
额；在施工过程中，参与工程
设计变更的审核，了解施工工
艺，对隐蔽工程的监督检查即
为“事中跟踪审计环节”；“事
后跟踪审计环节”主要是指工
程结束后，对项目结算评审，
更进一步的提高评审质量。
威海正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隋正华

高高区区管管委委投投资资项项目目““全全过过程程跟跟踪踪评评审审””成成效效显显著著

文文登登国国税税局局深深化化““两两学学一一做做””教教育育

本报12月12日讯 (通讯
员 刘晓丹) 文登国税局
南海分局开展“老带新 做
当先”两学一做主题学习活
动，老党员带头学习党章，
带动新党员提高学习积极
性、将党章党规、系列讲话

学深悟透。借助新媒体拓宽
交流渠道，补齐学习短板。
在每周组织的讨论课上，新
老党员集中讨论在自学期
间遇到的问题、总结践行优
秀做法，推动两学一做落地
生根。

11日，威海市“贺岁超级
杯”足球赛暨2017年山东省足
协杯预选赛开赛，活动将持续
至明年1月8日，来自威海不同
行业的8支代表队参赛。图为
山东体育记者足球联队与威
海广播电视台足球队在比赛
中。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影报道

开开赛赛

前前1111月月威威海海人人看看电电影影花花了了66553399万万元元

本报威海12月12日讯(记
者 李彦慧) 前11月，威海
电影票房总收入达6538.59万
元，同比增加183.46万元。

从威海文广新局获悉，
2016年以来，全市新增影城4
家，影城总数达到21家，前11
月 票 房 较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2.89%。

一季度得益于贺岁档、
春节档以及情人节档强力拉
动，同比增长60 . 8%，创历史
新高；四月份是电影行业传

统淡季，电影票房有所回落，
五、六月电影票房平稳回升。
三季度，得益于暑期档，电影
票房有所回升，《寒战2》、《致
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大
鱼海棠》、《摇滚藏獒》均创造
了不俗成绩，动作、动漫、爱
情类电影成为票房的主要贡
献力量。进入12月，贺岁档大
片蓄势待发，《长城》、《摆渡
人》、《大闹天竺》等重量级电
影冲击荧幕，预计文化消费
热度不减。

威威海海供供电电举举办办电电费费电电价价大大讲讲堂堂

本报12月12日讯 (孙海
峰 ) 日前，威海市供电公
司组织举办营销(农电)专
业素质提升暨电费电价专
业大讲堂，公司及三县公司
营销(农电)专业所有班长
及以上管理人员、全市41个
供电所所长、2014年-2015
年营销新入职员工、电费班
人员共计151人参加本次大
讲堂。

本次大讲堂首次采取市
县一体化同步培训的方式进
行，增加现场互动环节，讲
(解 )、提 (问 )、答 (疑 )、考
(试)，形式新颖，现场培训气
氛非常活跃。大讲堂重点从

电费电价工作要求、销售电
价基础知识、自有渠道交费
方式、分布式购电政策 、电
费电价重点业务四个方面进
行了培训，培训达到预期效
果。

威海市供电公司决定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营销(农电)
专业素质提升大讲堂活动，
利用周五下午的时间，由营
销部专工为营销(农电)专业
所有班长及以上管理人员进
行授课培训。下一步，公司还
将陆续开展电能计量、优质
服务、用电信息采集、创新成
效、班组建设等专业的大讲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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