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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膺膺信信用用建建设设示示范范市市，，仅仅用用11年年多多
全全国国226611个个地地级级市市城城市市信信用用监监测测排排名名，，威威海海居居第第88

2 0 1 8年正式起
航，新的一年投资图
谱如何谱写？市场分
析人士表示，今年股
债两市均拥有较大
投资机会 ,投资者不
妨借道相关基金产
品择“基”布局。据了
解，正在发行的华夏

永康添福混合型基
金坚持长期投资理
念 ，股 票 仓 位 上 限
30%，固收类资产仓
位不低于70%，能够
帮助投资者积极挖
掘股债两市机会。投
资者可通过各大银
行、券商和华夏基金

进行认购。
公开资料显示，

华夏永康添福基金
主要投资于债券类
资产力争获取稳健
的收益，并根据各类
资产风险收益特征
的相对变化和基金
资产状况，适时动态

调整股票类资产的
投资比例，在严格控
制风险的基础上提
高基金的收益潜力。
从过去 1 0年中国的
资本市场运行规律
看，股债资产具备一
定的互补性和相关
性。

积极把握股债两市机会 华夏永康添福正在发行
践行普惠金融

天弘基金财商指数助力国民理财教育
随着国民财富的提高，

投资理财日渐成为人们茶余
饭后谈论的话题，“财商”一
词也被逐渐普及开来。当代
大学生消费能力不足，但消
费需求日益旺盛，校园贷正
是在这一需求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通过一系列的伪装让

那些金融知识匮乏、法制意
识薄弱的大学生防不胜防，
进而酿成多场悲剧。由此可
见，大学生财商教育刻不容
缓。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公
募机构，天弘基金一直致力
于向公众推广财商教育，践
行普惠金融。

本报威海1月10日讯(记者
冯琳) 10日，威海市政府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创建国家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
情况。

威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
部分先进城市起步较晚，2016
年4月，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
正式批复威海市及荣成市为全
国信用示范创建城市，是全国
唯一的地级市和所辖县级市同
时开展创建工作的城市。最终，
威海市及荣成市从18个参加评
审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功创
建国家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城市。

威海从获批开展创建到
成功创建仅用1年多。此次威
海获评全国首批信用示范城

市，并在261个地级市城市信
用监测排名中位居第8名，增
加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将有
效提升威海在全国的影响力
和竞争力。

威海创建全国信用

建设示范城市大事记

2016年：
4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正式批复威海市及荣
成市开展全国第二批信用建设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6月22日，市政府出台《威
海市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示范城市实施方案》。

8月9日，召开威海市第一
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
议，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信

用威海”网站正式上线运行。
9月1日，《威海市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威海市公共信息平台安全管
理暂行办法》、《威海市公共信
用信息指导目录》等文件正式
实施。

9月22日，市政府印发《威
海市“十三五”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规划》。

11月17日，市政府印发《威
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11月24日至26日，受国家
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委托，北京
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章政教
授一行6人对我市及荣成市开
展了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第
三方评估。

12月28日，正式确定“信用

威海”标识。
2017年：

1月1日，《威海市公共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4月30日，开通部门信用平
台查询、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查
询、手机APP查询三个信用信
息查询渠道。

5月20日，市政府领导在北
京大学举办的“4 . 16”信用建设
高峰论坛上作了典型发言。

6月14日，全面开展失信政
府机构专项治理工作。

6月28日-7月3日，在上海
复旦大学举办为期7天的信用
专题培训班，各区市及市直部
门负责同志30人参加培训。

8月4日，《威海市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办法》正

式实施，并编制了联合奖惩措
施清单和应用清单。

8月15日，召开全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推进会议。

8月30日，召开第一批红黑
名单新闻发布会。

9月5日，开发完成联合奖
惩应用客户端程序。

9月15日，出台《运用大数
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
工作分工方案》。

9月25日，参加全国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审。

11月30日，召开第二批红
黑名单新闻发布会，全面启动
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

12月28日，成功创建首批
信用建设示范城市。

盗窃藏草垛
一身红衣露馅

本报威海1月10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王立强) 男子王某入
室盗窃时，户主突然回家。被抓现行，
王某试图和户主私了遭拒，转身逃
窜，一头扎进附近草堆躲藏，但一身
红衣被发现。因涉嫌盗窃罪，王某已
被刑事拘留。

1月8日下午，荣成市成山镇某村
等地居民送锦旗，感谢龙须岛边防派
出所民警追回被盗财物。

原来，2017年12月18日下午，成
山镇某村居民张先生夫妇回家，发现
屋内有一陌生男子行窃。男子随后逃
窜至附近胡同，一头扎进草堆躲藏起
来。张先生报了警。

龙须岛边防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根据张先生的指引，很快发现了
踪迹。现场突审，民警发现男子王某
不是初犯，很可能是惯偷，将其带回
派出所。

经查，王某交代自己多次作案。
2017年下半年以来，王某先后流窜成
山镇的四个村庄，入室盗窃5起，盗窃
金银首饰、手机以及其他物品，案值
约6700元，
事发当天下午，王某窜至荣成市成

山镇某村，发现一民宅无人，翻墙入院
并破坏门锁进入屋内。在其中一卧室，
王某翻皮包搜得100元现金，他继续翻
箱倒柜，户主张先生突然返回家中。

行迹败露，王某提出私了，遭张
先生拒绝。被拒后，王某趁张先生不
备，转身逃跑。由于村中主干道都装
了高清监控摄像头，王某明知只要跑
出去就会被监控拍个正着，因此他窜
至张宅附近一处草堆，一头扎了进去
还用木板遮挡。悲催的是，当天王某
衣着颜色喜庆，透过木板缝隙，一身
红色棉袄清晰可见。

日前，警方已将受害人丢失的财
物如数返还。

“110”
10日是我国第32个“110

宣传日”。当天上午市区降暴
雪，市公安局仍在威高广场
进行了警用装备展示，并组
织警力走上街头进行防盗、
防骗宣传，呼吁市民正确使
用110报警。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影报道

2017年威海110共接报警46万余起
本报威海1月10日讯(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夏旭
东) 记者从威海市公安局
获悉，2017年威海110报警服
务台共接报警46万余起，其
中非警务求助事项类报警32
万余起，占接警总量70 . 3%，
有效警情13万余起，仅占接
警总量29 . 7%。请市民正确使
用110报警。

110报警台既是公安机
关的“神经中枢”，也是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
线”，是公安机关为实现快速
反应，打击现行犯罪、维护社
会治安而设立的一个报警服
务台，它担负着接受公民报
警、紧急求助和投诉受理的
任务。但实际工作中所存在
大量的非警务求助类报警，
往往导致真正的紧急求救电
话无法呼入，从而浪费有限
的警务资源。2017年，全市公
安机关依法处置涉嫌报假

警、骚扰性报警及妨害执行
公务嫌疑人51人。威海市公
安局提醒市民，对拨打110取
乐、滋扰公安机关工作秩序、
扰乱公共秩序或报假警等行
为，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将依法严肃处理，对构成犯
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此外，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规定，散布谣言，谎报
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
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处拘留并罚款。
2017年，威海市公安局

根据山东省公安厅和威海市
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建立
了非警务求助事项分流工作
机制，明确了110报警服务台
只受理紧急报警、紧急求助
和涉警紧急投诉等警情，不
再受理非警务求助事项。凡
涉及非警务的咨询、投诉、建
议或求助类事项，建议拨打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4岁男童列车上高烧晕厥
烧到近40℃，乘务、乘客施救转危为安

本报威海1月10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王明军 ) 1月9日上午，
威海开往北京的K412次
列车上，一男童感冒发烧
近 4 0℃导致晕厥，列车
长、乘警及乘车的医护人
员同心协力施救，男童安
全抵达北京站。

1月9日10时许，威海
开往北京的K412次列车
刚过河北青县，7车厢值
班席上的手台传来求助：

“15车厢5号下铺一儿童
发烧昏迷不醒，需要救
助”，列车长李军景马上

招呼班组应急小分队的2
名成员前往。在15车厢，
一年约4-5岁的儿童双眼
紧闭、脸色发白，看起来
十分痛苦。

男童的奶奶刘女士
介绍，小孩今年 4岁，父
母在北京打工，这次她
和孙子是到北京探亲，
孙子在家就感冒发烧多
日，没想到在车上烧得
失去了意识，怎么喊也
不醒。

李军景从急救箱中
拿出体温计给孩子量体
温，同时用列车广播在乘

客中寻找医护人员。测量
显示，孩子体温近40℃，
李军景赶紧给孩子贴上
降温帖，又让人拿来湿毛
巾给孩子手心脚心擦拭，
做物理降温。

不多，乘客中有医护
人员陆续赶来，其中有威
海经区中医理疗养生会
所的宋建平、邯郸市社区
卫生中心的石雪伟医生
等。宋建平用中医手法为
孩子疏通了经络，其他医
生还带来了药品。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
救治，孩子苏醒过来，开

始哇哇大哭，体温也降到
了38℃，语言、意识恢复
正常，主动提出想喝水，
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
下来。

在天津西站下车前，
宋建平、石雪伟都叮嘱孩
子的奶奶下车后一定到
医院给孩子做检查。

1月9日13时许，k412
次列车到达北京站，李军
景和乘警护送祖孙俩出
站，将男童交给前来接站
的父母，一家人对列车工
作人员和热心旅客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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