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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骏派D60上市时间
日益临近，该车核心配置成为
了业内关注的焦点。

据悉，新车将推 1 . 5L、
1 . 8 L两款动力共计 6款车，
1 . 5L分标准型、舒适型、豪华
型三种，1 . 8L分舒适型、豪华
型、尊贵型三种。不论是对标同

级别SUV的实力，还是骏派品
牌一贯的良好口碑，新骏派
D60都堪称今夏最值得期待的
SUV车型。

另外，无钥匙进入、一键启
动、电动折叠外后视镜、双层双
模开启式天窗、信息报警系统等
实用配置的优势融入，也充分体

现新骏派D60人性化设计理念。
在竞争激烈的小型SUV市场，
需要一款带动整个细分市场走
向的产品出现，给年轻消费者
提供更好选择。从这款新车的
配置来看，它正符合需求升级
时代下的用户诉求。其市场表
现拭目以待！

新新骏骏派派DD6600配配置置曝曝光光，，实实力力让让人人不不服服不不行行

本报威海5月25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张文倩)
记者从威海市人社部门获

悉，2017年威海市属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初级岗位面试通知
(第一批)已公布，面试时间为6
月3日-4日。进入面试范围的
考生需按通知要求提前做好准
备，通过面试通知书打印入口
进行缴费并打印《面试通知
书》，并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
面试。

面试考生必须携带有效期

内身份证和面试通知书在规定
时间入场，两证缺一不可。考生
实行封闭管理，抽签确定面试
顺序。面试全程，考生不得携
带、使用任何通讯工具和电子
设备，面试时不得携带任何物
品和资料进入面试考场，违者
取消面试资格。面试期间，考生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考务
工作人员(候考室工作人员除
外)透露本人的姓名、考号和工
作单位等能表明本人身份的信
息。不得穿戴有职业特征的服

装、饰品，违者面试成绩按零分
处理。

本次面试时间为6月3日-4
日，面试地点为威海职业(技术)
学院旅游与酒店实训基地。市人
社局工作人员提醒，此次面试地
点距离市区较远，请各位考生提
前知晓路线，合理安排行程，以
免耽误考试。其他初级岗位(面
试方式为试讲、试讲+专业技能
测试、专业技能测试)的面试时
间、地点将在市人社局网站另行
通知，请考生随时关注。

事事业业单单位位公公招招初初级级岗岗位位面面试试时时间间定定了了 环环翠翠国国税税多多措措 提提升升便便民民办办税税

本报威海5月25日讯(通
讯员 崔嘉伟) 日前，环翠
国税局多措并举提升便民办
税质效。一是服务理念做加
法。广泛征集纳税人需求，增
强服务理念。二是办税流程
做减法。重新简化优化5大类
85项涉税服务项目，取消流
转事项28项，纳税人报送资

料平均减少43 . 6%，办税时
间减少32%。三是服务措施
做乘法。全面落实首问责任
制，极大提高办税效率。四是
办税时间做除法。通过结合

“互联网+”网上办税，手机
APP申报等，节省办税时间，
提高服务质效。

电电费费核核算算 连连获获赞赞誉誉

本报威海5月25日讯(通
讯员 宫宝凝) 威海供电
营销部电费核算班是一个由
7名女将组成的班组，主要负
责全市56万电力用户的电费
审核发行工作，是公司服务
社会、服务电力客户的一个
重要窗口。近年来，班组先后
两次获得山东省公司“标杆
班组”，“山东省用户满意服
务明星班组”和公司“金牌团
队”等称号。

班组是公司最基层的组
织，是公司各项工作任务的
最终落脚点，公司效益要通
过班组来实现，因此电费核
算班作为公司应收电费收入

的“电管家”，在班组管理过
程中严抓业务管理，以“精益
求精、准确高效、细致入微、
严格谨慎”为目标，实行高标
准、严要求、规范化服务。班
组立足“精”字，专业知识精
益求精；坚持“准”字，业务处
理准确高效。突出“细”字，服
务客户细致入微，发扬“严”
字，政策执行严格谨慎。通过

“精准细严”管理方法，进行
指标管控和工作质量控制，
用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确
保了经我们手计算的每一笔
电费都经得起推敲，成为公
司信赖，客户信任的“金算
盘”。

基金产品实现盈利，投资
者却没有获取“实实在在的回
报”，已经成为长期困扰基金行
业的难题。嘉实基金能够持续
保持在业内的领先地位并获得
投资者长久信赖，一是凭借旗
下产品持续稳健的投资业绩，
二是源自多年来专注投资者回

报研究与实践，让客户赚到真
金白银。

2012年5月，嘉实基金“投
资者回报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近年来，嘉实基金将投资策略
产品化，进行了产品与服务的
创新尝试。2016年5月，嘉实自
有直销平台理财嘉APP推出以

“目标止盈”为核心投资策略的
定制账户管理服务，7个月便实
现了9 . 9亿元的累计投资额，
旗下产品复购率达到78%。嘉
实理财嘉APP还推出了国内首
例止盈定投功能，将“止盈”定
投方法量化处理，应用到实际
投资中。

嘉嘉实实““投投资资者者回回报报研研究究中中心心””成成立立五五周周年年

债债权权转转让让公公告告

根据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威海新贵族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达成的相关协议，丰田汽车金融(中国)
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不良资产拥有的全部权利
(含债权，抵债资产等)，依法转让给威海新贵族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
该批次不良资产相关的承债主体。

威海新贵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权益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不良资产相关承债主体，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威海新贵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履行
相关责任。

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1日

为打好“三年禁毒人民战
争”、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
开拓思路，积极创新，以多种
形式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不让毒品进我家”、“不
让毒品进校园”、“毒品知识
进万家”、远离毒品、掌握健
康未来”等宣传活动。分局积
极推进禁毒宣传“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地头、进场

所、进家庭”的“六进”活动，
推进禁毒宣传全覆盖，活动通
过志愿者行动、主题班会、观
看禁毒影片、PPT课件、挂图
宣传展示、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资料、仿真毒品展示、触目
惊心的案例、禁毒知识征文、
参观禁毒教育基地、制作毒品
危害漫画手册、制作发放禁毒
明信片、文艺演出、公益广

告、关注“阳光一生”“中国禁
毒”微信公众号及“流动课堂”
等形式，介绍毒品的危害，普及
毒品预防知识，进一步提高全
民抵御毒品的能力和禁毒斗争
的意识，有效增强全民识毒、防
毒、拒毒的意识，提高禁毒工作
的实效性，为打好“三年禁毒人
民战争”夯实基础。

（禁毒大队 李明光）

文文登登禁禁毒毒宣宣传传全全覆覆盖盖
——— 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大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温温泉泉家家庭庭营营养养餐餐培培训训班班开开班班

本报威海5月25日讯(通讯
员 孙艺铭) 日前，温泉镇妇
联和计生协联合举办家庭营
养餐培训班。温泉镇周边100
余居民参加。

当天参加培训班的以40

岁至6 0岁女性为主，她们表
示参加营养餐培训可为之后
照料孙子、外孙做准备。当天
的营养餐培训班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既普及了营养方面及
饮食方面的常识，又教授了具

体的营养餐做法，同时营养师
还采取图文并茂外加小游戏
环节，现场教授居民健康保健
小窍门，传递健康生活正能
量。

美美丽丽人人生生从从安安全全护护肤肤开开始始

本报威海5月25日讯(记者
孙丽娟) 5月25日是全国护肤
日，威海市药品不良反应检测中
心联合威海市立医院皮肤科，在
门诊大厅开展了“安全护肤，美
丽人生——— 科学防晒”为主题
的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知识
公益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化
妆品的安全使用常识。

活动现场布置了横幅、宣
传展板、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知识展架，设立了化妆品不良
反应咨询台。威海市药品不良

反应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和市
立医院皮肤科的医护人员，向
过往市民发放《化妆品知识宣
传手册》、《化妆品宣传知识问
答》、《关注化妆品不良反应》
等宣传材料，并对市民提出的
有关皮肤病、化妆品引起的皮
肤病以及如何科学有效护肤
的问题进行了专业的解答。

威海市立医院皮肤医疗
美容科副主任张锐利介绍，光
老化是造成皮肤状态下滑的
重要原因，因此夏日防晒十分

重要，根据自己的皮肤正确选
择防晒护肤用品，出门前半个
小时就要提前涂抹防晒用品，
且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补涂。
一旦晒伤，要及时处理，若出
现轻微灼痛要立刻进行冷敷，
严重的就要及时到正规医院
皮肤科就诊。

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市
民对于化妆品不良反应的认
知度，普及了化妆品安全使用
常识，让市民更加理性地对待
化妆品。

11550000万万元元资资金金助助产产业业集集群群发发展展

本报威海 5月 2 5日讯
(于淑华 ) 经过积极争取，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我市产
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1500
万元，重点支持威海市开展

支柱产业集群、主导产业集
群、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转型
升级示范工作。

44005555万万元元资资金金助助力力外外经经贸贸

本报威海5月25日讯(于
淑华 ) 经过积极争取，近
日，省财政厅下达威海市省
级外经贸及商贸流通发展资
金4055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外贸稳增长、调结构、支持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支持中韩
自贸区建设、支持互联网+
品牌建设、支持惠民“三进”
工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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