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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基金大力开展

“债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

近期，中国证监会以“防控
债券风险，做理性投资人”为主
题，组织开展债券投资者权益保
护教育专项活动，强化理性投资
氛围，推动债券行业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浦银安盛基金积极
响应监管层号召，通过公司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等
平台，全面开展多平台、多形式、
多内容的“债券投资者权益保
护”工作，以此助力投资者防范
债市风险，倡导理性投资，为投
资者全方位揭示债市风险。

嘉实基金张丹华：

明年A股机会相对较大 看好成长类资产

日前，在嘉实基金2017
“回嘉”跨年系列主题活动
的主打环节———“回嘉聊天
室”第二期活动中，嘉实前
沿科技沪港深和嘉实全球
互联网基金经理张丹华对
2018年A股、港股和美股的
市场趋势进行了分析解读。

张丹华认为，A股临近
年底会出现一定调整，但下
行空间有限，将利于明年整
体环境。他同时认为，港股
市场明年依然是比较好的

一个市场。对于美国市场，
张丹华表示，明年整体看
平，预计估值会出现收缩。

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
12月4日，嘉实全球互联网
基金美元现钞及美元现汇
份 额 ，净 值 增 长 率 均 达
46 . 38%，在82只同类可比
的基金中排名第一；由张丹
华管理的另一只基金———
嘉实前沿科技沪港深自5月
19日成立以来，回报率达
22%。

年末短期理财释放洪荒之力

华夏理财30天站上“5字头”

临近年末，货币市场利
率节节走高，短期理财债券
型基金再度“受宠”。WIND
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
短期理财基金、货币基金在
内的现金管理类产品自12
月以来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
达4 . 0 5%，高于去年同期
3 . 86%的收益水平。在众多
产品中，华夏理财30天表
现抢眼，上述同源数据显
示，12月6日华夏理财30天
A 七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达

5 . 04%，今年以来收益率为
3 . 86%。

据了解，华夏理财30天
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
包括现金、通知存款、大额
存单、短期融资券等资产，
这也决定了该基金风险较
低。另一方面，华夏理财30
天以一个月为运作周期，采
用“半封闭+循环滚动”的管
理模式，有利于避免频繁申
赎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减少
收益波动。

三三车车追追尾尾，，二二次次事事故故致致一一人人重重伤伤
高高速速交交警警：：发发生生交交通通事事故故，，司司乘乘人人员员应应及及时时撤撤离离路路面面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 (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张大
伟) 日前，威青高速公路上
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当事人
本该撤离路面，但相关人员
却在高速公路上步行，结果
被他车撞成重伤。

日前，一辆轿车经过威青
高速公路20公里处，司机突然
意识到要错过出口，紧急刹车
并强行变道。这一危险行为，
迫使后方车辆紧急刹车，然而
后方第4辆车最终还是没刹
住，撞上前车，继而导致车撞

车，造成三车连环追尾。
虽然三车连环追尾，但

受损均不大。接下来，三名司
机惹了一件大祸。按照交通
法规，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
通事故，应在车后150米外设
置警告牌、开警示灯。这次事
故发生后，其中一司机拿着
三角警示牌走了没多远就摆
在了路上。后经高速交警测
量，这段距离只有36 . 4米。事
发时已是傍晚六点多，30多
米在白天都难以起到什么作
用，在光线不足的傍晚更起

不到什么作用。
之后，其中一司机又给

亲属打电话，让其到现场来
帮忙处理事故。不多时，这名
亲属从收费站匝道步行进入
高速公路，在车流中来回穿
梭，不幸被一辆车撞倒，受了
重伤。

高速交警文登大队民警
赶到现场后，发现当事人竟然
还在高速公路上逗留，而且车
内还坐着一名抱孩子的妇女。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审理。

高速交警介绍，高速公

路具有车速快、封闭式的特
点，如果发生事故后处置不
当，非常容易产生二次事故，
二次事故的后果往往比第一
次事故还严重。

民警提醒，一旦在高速
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司机
应立即开启双闪警示灯，在
同车道反方向150米以外设
警告标志牌，司乘人员全部
下车，迅速撤离到护栏以外。

如果是夜间，司机还应开
启示宽灯、尾灯。这些事处置
完毕，再寻求救援。

大意爸爸留6岁女儿独在车内
孩子下车玩耍，走了500来米竟迷路了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李洋)

5日晚，荣成宁津一6岁小女孩
随父亲外出，父亲去超市购
物，她在车内等候。等候多时
不见父亲，她自己下车玩耍，
不料走远了，找不到回去的
路。民警巡逻调取监控录像找
到车主信息，帮小女孩找到家

人。
12月5日17时许，宁津边

防派出所民警在宁津所村巡
逻时，发现一小女孩独自坐在
路边，当时天空飘着雪花。民
警下车了解情况，小女孩只能
说出自己的名字，记不清家庭
住址，也不记得父母的电话号
码。

天气寒冷，民警把小女孩
带到附近商铺取暖。安顿好小
女孩，民警调取事发地周边监
控，终于找到线索。监控显示：
当日16时许，在离事发地约
500米的一超市附近，这名小
女孩从停放在此的一辆车里
下来。根据车辆号，民警联系
上车主钱先生，当时他正在超

市购物，要不是民警打来电
话，他还不知道女儿走失。

钱先生说，当晚他开车
带女儿出来购物，车停超市
附近，女儿在车内等。可能
是等待时间有点长，孩子有
些无聊，就自己打开车门下
来玩耍，不料走着走着就迷
路了。

四人6个月QQ诈骗300多起
全是盗号冒充好友“借钱” 老套路，骗了30余万元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林歆

宋晓飞) 历时两个多月，先
后赴济南、青岛及海南、广东、
福建、浙江等省市调查取证，
乳山警方于近日打掉一特大
QQ诈骗团伙，抓获海南籍嫌
犯黄某、李某、辛某、谢某，破
获发生在乳山的QQ诈骗案2
起，连带破获发生在江西、湖

北、海南等地的QQ诈骗案300
余起，案值30余万元。

9月5日，乳山市白沙滩
镇、诸往镇发生两起盗用他
人QQ帐号、冒充好友以生病
住院急需钱为由的诈骗案，
两人被骗3000余元。
乳山刑警并案侦查，发现嫌
犯曾在济南出现，遂派人赴
济南侦查，经大量摸排，锁定

海南籍嫌犯黄某、谢某、李某
并严密布控。

10月16日，黄某、李某及
可疑人员辛某在潍坊出现，
民警立即前往收网抓捕。在
当地警方配合下，正在潍坊
高新区某网吧冒用他人名字
上网作案的黄某、李某、辛某
被抓获。10月20日，在海南抓
获谢某。

乳山警方随后赴广东、
福建、浙江及烟台、青岛、淄
博、菏泽、济宁等地调查取
证，于近日初步查明，自今年
4月以来，黄某等四人单独或
交叉结伙，通过盗用QQ号、
冒充好友实施诈骗300余起，
案值30余万元。黄某、李某、
辛某、谢某已被逮捕，案件正
在深入查证。

环翠审计入户查验

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本报12月7日讯(通讯员 刘

平平) 近日，环翠区审计局同环

翠区住建局、财政局、民政局、残联

等有关部门对辖区内张村镇、羊亭

镇、温泉镇共29户农村危房改造情

况进行了全面检查验收。重点查看

了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情况、检查了

申请审核程序。对检查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审计意见，

推进整改，确保农村危房改造这项

重大的民生工程落实到实处。

竹岛街道

送金融知识进社区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记者 林

丹丹) 12月7日，竹岛街道联合社

区携手富民村镇银行开展“进社区

送金融知识”的宣传活动。

银行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讲

解如何辨识正规金融产品服务、如

何维护个人信息安全，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如何远离非法集资、非法

骗贷等金融知识，并现场解答了社

区居民提出各种疑问。此次金融知

识宣传活动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夸

赞和好评，居民们纷纷表示，在金

融诈骗活动日益猖獗的当下，金融

知识的宣传活动尤如一场及时雨，

更多了解金融安全知识和防范技

巧，强化防范风险的能力。

速读

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自

2017年10月1日起，对新增退休人

员、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及

异地安置人员全部通过社会保障

卡发放养老金。对存量人员进行积

极引导，并逐步改用社会保障卡发

放养老金。

邹良虎

荣成市职工大病保险以及居

民大病保险补偿11月29日正式启

动。从2017年1月1日起，参保人员

经批准备案在威海市外医院发生

的符合大病保险补偿条件以及经

评估认定使用18种特殊药品的费

用，应及时按规定持补偿所需材料

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二楼19号
职工居民大病保险窗口办理大病

补偿事宜。

王国平 武骏

日前，经区西苑街道祥台社区

举办“健行十九大，走出健康，奔向

小康”主题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健

步走。

陈旭

为了孩子
本学期，高区一幼进一步加强幼

儿园区域建设，教师通过团队教研、进
班参观、现场指导等方式建设班级区
域，尽最大努力满足幼儿的学习与发
展。

李琳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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