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邵舒琨 B03

近日，公募养老目标

基金发展再下一城。10月
30日，华夏基金发布公告

称，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于11月5
日开放申购及定投业务，

投资者可以在华夏基金

官网、华夏基金官方APP、
建设银行等销售渠道进

行申购和定投。这也意味

着，首只可定投的养老目

标基金正式上市。

目前已有26只养老目

标基金获得发行批文，其

中3只基金已经完成募集，

分别来自华夏基金、中欧

基金和泰达宏利基金，华

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
FOF是境内首只成立的养

老目标基金，其开放定投

业务，也标志着公募养老

目标基金运营开启新篇

章。

华夏基金市场部总

经理陈倩表示：“养老是一

种财富规划，是陪伴投资

者的长期理财方式，投资

养老目标基金也是长期

行为。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于10月15日至11
月2日间正式发售。南方

养老2035以2035年附近退

休人群为目标投资者群

体，通过大类资产配置，

投资于多种具有不同风

险收益特征的基金，且无

需投资者频繁申购、赎回

基金，从而一站式解决投

资者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首只可定投养老基金即将上市
华夏养老2040开放申购及定投 南方养老2035一站式解决个性养老需求

南方养老目标日期
2035拟任基金经理黄俊认
为，Wind数据显示，目前沪
深300指数成份股分红收

益率接近3%，上证50指数
成份股分红收益率则接近
4%，向上弹性较大。南方养
老2035基金采取FOF的运

作模式，力争获得资产配
置的常规收益，通过持有
优秀的主动型子基金，尽
量获取额外的超额收益。

南方基金黄俊：养老FOF大有可为 用长期投资战胜市场

威威海海体体彩彩送送出出““巅巅峰峰对对决决””金金条条
77名名彩彩民民现现场场领领取取金金条条，，成成首首批批幸幸运运儿儿

威海机场新增至厦门南京航线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于佳霖) 10月28日，威海国际机
场正式进行航班换季，执行冬春季
航班。当日,哈尔滨-威海-厦门、沈
阳一威海一南京首航成功。

从10月28日起,哈尔滨-威海-
厦门航线每周四个航班 ,为每周
一、三、五、日。CZ6259航班为10:5
从哈尔滨起飞，12:05抵达威海,13:
05从威海起飞 , 16 : 10抵达厦门 ;
CZ6260航班为17:10从厦门起飞,
20:00抵达威海,20:50从威海起飞,
22:35抵达哈尔滨。

28日下午16时05分,从沈阳飞
来的9C8743航班首次落地威海机
场 , 这 条 航 线 每 天 都 有 航 班 ，
9 C 8 7 4 3 / 4航班的机型为空客
A320,可载旅客180人。9C8743航
班为14:35从沈阳起飞,16:05抵达
威海,17:05从威海起飞,18:55抵达
南京;9C8744航班为21:00从南京
起飞,22:40抵达威海,23:25从威海
起飞,次日00:55抵达沈阳。

速读

为防止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
动向学校渗透，近日，临港区蔄山
小学开展防范黑恶势力侵害校园
系列预防活动，引导同学们对黑恶
势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认
识到防范黑恶势力的重要性。

王山
十月秋意正浓，七彩教育走向

远方，沈阳路小学执行校长沙龙举
行。

马兰兰
民主理校，政令畅通，近日，沈

阳路小学教师代表大会如期召开。
李辉

为让孩子们学会感恩、懂得感
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近日，神道口小学一年级家委会组
织孩子们走进威海市儿童福利院
献爱心。 朱佑凤

为防范校园欺凌发生，近日，
神道口小学开展“远离校园欺凌，
拒绝校园暴力”主题教育，让学生
们认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增强了
文明守纪意识，提高了防欺凌的能
力，从而确保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孙玉梅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
者 王震) 10月30日上午，
威海体彩中心迎来7名彩民，
他们中得了“巅峰对决”票活
动送出的金条，前来参加颁
奖活动，还有15名幸运彩民
中得加油卡。

领奖的彩民张先生介绍，
他是顶呱刮的忠实爱好者，每
周都会到体彩投注站刮几张
碰碰运气，最喜欢买新票，“买
新票能带来好运，往往会有意
想不到的惊喜。”看到“巅峰对
决”票有活动，他就买了2张，
竟真刮中了金条。工作人员介

绍，首批中奖彩民中，7人中得
金条、15人中得加油卡。

如果您也是喜欢顶呱刮
的彩民朋友，这款新票就一定
不要错过。2018年10月24日至
2018年11月20日，彩民在山东
省境内体彩销售网点购买顶
呱刮即开彩票50元面值“巅峰
对决”游戏，通过体彩APP、微
信、支付宝或手淘完成自助兑
奖操作，即可获得相应奖励：

单张彩票刮中“顶呱刮”标
识即可额外获得8g金条1根；单
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即可额
外获得600元即开彩票代金券1

张；单张彩票中得160元奖级即
可额外获得160元即开彩票代
金券1张。以上奖励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018年10月24日至2018年
11月20日，彩民在山东省境内
体彩销售网点购买顶呱刮即
开彩票20元面值“节气歌”游
戏，通过销售网点终端兑奖设
备完成兑奖操作后，即可获得
相应奖励：

单张彩票中得300元奖级
即可额外获得500元加油卡1
张；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
即可额外获得80元即开彩票

奖励；单张彩票中得30元奖级
即可额外获得30元即开彩票
奖励，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
是你！

暖心义卖
10月27日14时许，鲸园街道北仓社区联合相

关机构在纪念路小广场开展“暖心义卖我先行，争
当公益好少年”活动，孩子们义卖筹到爱心基金
767元，将用于慰问戚东夼养老院的老人。

本报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张燕 摄影报道

四人扒窃团伙被一窝端了
便衣民警：天冷衣厚，注意防扒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
者 陶相银) 日前，一个4人
组成的扒窃流窜团伙，被威海
特巡警支队便衣侦察大队抓
获。他们主要是在商场门口，
趁顾客掀开门帘之际，盗窃顾
客上衣侧兜内的手机。便衣民
警提醒，随着冬季带来，人们
衣装渐厚，扒窃案件较夏天会
增多。

10月21日18时许，市民
张女士报警，她在市区某商
场购物时手机被盗。便衣侦
察民警调取监控，确认张女
士的手机是被一男子窃走。
监控显示：事发时，张女士推
着婴儿车走向商场门口，她
抬手掀开门帘时，尾随身后
的一男子迅速上前，从她的
外衣右侧衣兜掏走了手机。
民警还发现另一男两女形迹

可疑，疑似为作案男子望风。
民警调阅大量监控，确

认这两男两女是一个团伙，4
人作案后乘一辆黑色轿车迅
速逃离威海，去了海阳市。围
绕黑色轿车的活动轨迹，民
警发现该团伙活动范围非常
大，多次出现在青、烟、威，甚
至涉足济南、潍坊，但该车每
次都以海阳为中心往返。民
警断定，这4人为流窜作案团
伙在海阳有落脚处。

结合四人的体貌特征，民
警很快就确认作案者为吉林
籍男子魏某。46岁的魏某不仅
有多次盗窃前科，且因涉嫌参
与一起盗窃案正被吉林警方
通缉。逐渐锁定4人的同时，多
起扒窃案也被逐一汇总。

10月27日上午，4人再次
驾车来到，被便衣民警锁定。

在民警跟踪过程中，魏某接连
在齐鲁小商品批发市场、齐鲁
商城作案3起，其中两起是趁
受害人掀门帘时被掏走了手
机，另一起是盗窃受害人放在
购物车内的挎包。当天中午，4
人驾车到长峰准备再次作案
时被人赃并获。

4人分别为魏某、魏某的
妻子侯某、刘某、刘某的女友
王某，涉案车为王某所有，一
般由刘某驾车，魏某负责扒
窃，其余3人望风、打掩护。自
10月上旬以来，4人驾车到山
东频频流窜作案。他们选择挂
有厚重门帘的大型商场，以把
手机、钱包放在外衣两侧衣兜
的女性为目标，趁受害人掀门
帘之际扒窃；有时也以商场内
把挎包放在购物车内的女性
为目标，趁受害人选购商品，

或由侯某等人故意制造声响
或擦碰受害人，吸引受害人注
意力，魏某趁机将包拎走。

目前，警方已查实4人盗
窃18起，案值5万元以上。

便衣大队民警介绍，在冬
春两季，扒窃案件多发在商场
门口、公交车、餐饮场所的大
堂、医院交费处等人员较多区
域；市民需要注意的是，外出
时切勿把财物放在上衣两侧
衣兜、裤兜内，应放在胸前贴
身衣兜内；乘坐公交车时，除
了要把财物贴身存放，挎包可
夹在身前，背包也应反背在胸
前；在商场购物时，不要把财
物放在购物车、购物筐内；在
饭店就餐时，不要把外套挂在
椅背上，独自就餐时不要把财
物放在身边的空座上或桌子
上。

海大医院生殖中心60余名宝宝“回娘家”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于佳霖) 10月27日上午，威海
海大医院生殖中心举办首届“为
爱而生 因爱而聚”海大宝宝回
娘家活动。活动邀请曾在生殖中
心成功孕育的宝宝、宝爸、宝妈。
他们相聚一堂，共享一场真情和
希望的盛宴，在这里一同见证幸
福，分享快乐。

现场，海大医院院长、省内
著名不孕不育专家孙玉荣与宝
爸宝妈们交流互动。“健康宝宝

的出生给了海大医院莫大的前
进动力，同时我们也想让更多
的不孕不育患者明白，在医疗
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多数
不孕不育患者是可以通过先进
的微创技术、中西医结合等多
种助孕技术得到有效治疗的。”
孙玉荣说。

随后，海大医院生殖中心
主任邹君兰向宝爸宝妈们介
绍了生殖中心十年的发展历
程。邹君兰说 :“2018年至今，

已有112位育龄女性经生殖中
心的治疗、调理成功怀孕，仅
10月份生殖中心就收到了17
位女性怀孕的喜讯，对这些父
母而言没什么比新生命诞生
更令人高兴的，生殖中心帮他
们成功孕育了健康的宝宝。”
紧接着，新生儿科专家汤建萍
主任、心理内科张鑫副主任分
别以《关爱儿童健康》、《推开
家庭系统教育之门》为题，为
各位宝宝家庭传播更科学、更

专业的儿童健康和心理保健
知识。

本次参加活动的宝宝共有
60多名，海大医院生殖中心专
门准备了水果和礼物，安排了
丰富多彩的趣味小游戏。

据了解，海大医院生殖中
心一直致力于关爱母婴，专业
医疗技术及优质服务得到了社
会的广泛认可与信赖。生殖中
心也是威海海大医院重点科
室，数名医师曾先后到北京医

科大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
殖中心、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
山东省立医院生殖中心进修学
习，每年多次参加国际国家级
生殖医学会议，在不孕不育疾
病诊断及治疗方面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

更值得一提的是，海大医
院院长孙玉荣成功培育了威海
第一例试管婴儿，先后进行了
几千例宫腹腔镜手术，诊断及
治疗已达国内领先水平。

威海首批7名幸运彩民中
得“金条”。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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