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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个税政策频发
“红包”，个税起征点上
调到5000元后，从明年1
月 1日起，医疗、房贷、
教育等六大项支出，有
望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
扣除。这意味着一个上
有老下有小、月收入2万

的家庭，每月可以“多”
出来1 0 0 0多元的收入。
理财专家建议，对于这
笔每月“多”出来的钱，
大家不妨用来进行基金
定投。其中，新华泛资
源优势混合基金长期表
现稳定，多数时间都跑

赢大盘指数，是基金定
投的好选择。

对投资者而言，基
金 定 投 最 大 的 困 扰 或
许是选择什么基金？对
此，理财专家表示，选
择 基 金 可 从 三 个 方 面
考察，一是基金历史表

现是否优秀。二是基金
表 现是否 大 多数时间
优于大盘指数。三是可
以 借 助 专 业 机 构 的 评
判，比如证监会认可的
基 金 评 价 机 构 发 布 的
评级报告，可作为基金
筛选的参考。

个税政策发“红包” 巧用基金定投打造“安全港”

鑫鑫城城大大厦厦居居民民终终于于用用上上天天然然气气
曾经“搬气”20年，还有居民差点出事

“书香荣成·全民阅读”

营造书香校园

本报威海11月5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张
宗芹) 为弘扬民族传统，传承中华文化经典。10月
26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联手齐鲁晚报荣成资讯.
书韵飘香志愿服务团举办了“书香荣成·全民阅读”
诵读活动。

诵读比赛是以年级组为单位展开的，各班组队
参赛，诵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整场比赛自始
至终，生动精彩，催人奋进。尤其是四人组朗诵的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每位同学都落落大方，时
而舒缓低吟，时而铿锵有力，时而热情澎湃，真挚饱
满，激起了现场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此次诵读比赛，是对全校学生经典诵读活动的
一次检验。也是全校诵读成果的一次展示，它也必
将会促进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

巾帼志愿者协会举行诵读活动

本报威海11月5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房
瑛瑛) 为弘扬民族文化，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
的开展，提高阅读意识，10月20日，荣成市巾帼志愿
者协会举行了以"诵读中华经典美文"为主题的诵读
活动。

本次配乐诵读活动，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悠远
绵长，以激扬的旋律，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新时代巾
帼妇女高素质的精神面貌和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此次诵读活动的开展，为广大妇女搭建了交流学习
的平台，让她们更深入了解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
深，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璀璨光辉，更加激发了
她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全民阅读进社区

居民称阅读是"提神剂"

本报威海11月5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王
金玲) 府新社区党总支携手齐鲁晚报举办以“书香
荣成 全民阅读”为主旋律，开展诗词朗诵会活动。

朗诵会在1号选手王玲、张玫馨带来的朗诵《夸
夸我们的新荣成》中拉开序幕，一篇篇古今经典名
作，经朗诵者的精彩演绎，绽放出其独特的诗韵魅
力，道出对党的深情。朗诵会是以“信仰”为主线，以

“书香荣成 全民阅读”为主题，通过朗诵者与听众
的倾心交流，再次唤起党走过历程的艰辛与曲折，
它不仅单纯忆旧，不仅是对于往昔的留恋和寻觅，
还有关于现实的纪录，发出了时代的感概。

石岛湾小学举办读书汇报展

本报威海11月5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刘
晓燕 张娇娇) 日前，荣成市石岛湾中学小学部携
手齐鲁晚报举办了“书香荣成 全民阅读”读书
汇报展示活动。整场汇报以传唱、诵读、演绎经典为
主旋律，让全体师生感受到文学作品经久不衰的无
限魅力。

此次汇报活动在一年级孩童稚嫩的诵读声中
拉开了序幕。《春晓》、《游子吟》、《刺勒川》三首耳熟
能详的古诗在一年级老师的精巧编排下，组成了全
新的《新学堂歌》，让人耳目一新。二年级把《春晓》
演绎得淋漓尽致。朗朗上口的韵律，在一群绿色小
精灵充满活力的舞蹈中，更是将一城春色呈现在了
大家面前。

明珠小学举行少先队礼仪竞赛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萍 ) 为丰富少先队员
的校园文化生活，展现队员风采，近日，明珠小
学少先队大队部组织开展“唱国歌，行队礼”暨
少先队礼仪竞赛。

活动主题是“行礼仪，筑队魂；唱国歌，展风
采”，比赛内容为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
少先队礼仪展示。

善心永恒 大爱无疆

本报讯(通讯员 郑小楠) 日前，老家在乳山
市育黎镇的好心人汤女士，向育黎镇中心学校捐赠
了208套运动服，总价值3万余元。几乎在同时，学校
的四位贫困学生家长收到了乳山某硅胶公司总经
理姜先生托人为送来善款四千元。

近年来，育黎镇中心学校多方联系社会公益组
织，先后与紫藤花助学发展中心、烟台扬帆助学发
展中心、乳山公益联盟、乳山大爱无疆公益联盟等
爱心组织结成互助关系，为学校的贫困学生提供长
期资助，直至高中、大学毕业，资助款总额达数十万
元，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为学
生们读书提供了一份物质保障。

本报威海11月5日讯
(记者 冯琳) 北门外社
区地处环翠区繁华商业
街区，0 . 6平方公里的地
域密布49栋居民楼。其
中，鑫城大厦4层以下是
商场，4-11层楼是居民
楼，由于各种原因，一直
未开通天然气。20年来，
居民一直靠搬运罐装液
化气上楼。

大世界周边有大型
商场 7 处、个体工商户
1686户。寸土寸金的商业
黄金地带，49栋居民楼的
1245户居民的日子似乎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
山。老旧居民区与商业区
相互交织，社区管理问题
多，尤其是鑫城大厦这座
商居一体楼，不仅层级达
到11层，而且楼高30—40
米，多楼层、高楼高加重
了各项基础设施施工的
难度。加之商居混合，一
切基础施工和改造都将
影响商户经营，长期以

来，大厦的配置一直跟不
上城市步伐。

北门外社区党总支
书记丛翠霞表示，鑫城大
厦居民生活不便，一度是
整个社区工作人员的“心
病”，大家四处奔走，逐一
解决难题。2016年底，北
门外社区几经周折，为鑫
城大厦解决了外墙保温，
结束了这座大楼每年冬
天室内温度不超过12度
的“冰冻史”。

自那以来，鑫城大厦
居民每月扛液化气上楼，
又成了丛翠霞和北门外
社区工作人员努力的方
向。

家住鑫城大厦3单元
的居民高女士10余年前
买下这套房子，发现既没
有保温层，冬天冷得要
命，还得天天往楼上扛罐
装液化气，便搬到女儿家
住，这些年房子一直闲
置，租不出去。

高女士抱怨，租房子

的一来看要搬液化气，立
马就不租了，尤其是年轻
人，根本就接受不了这样
的“落后”。2016年底，她
听老邻居说“楼上装保温
层了，冬天不冷了”，她回
来看过，心中欣慰。近期
又传来好消息，楼上通天
然气管道了，她和老伴激
动地立马从女儿家搬了
回来。

鑫城大厦居民李先
生说，液化气不安全。因
为外孙年龄小，他们在厨
房装了锁，免得孩子入厨
房玩液化气。另一方面，
用液化气又贵又不方便，

“每个月都要往楼上扛，
住 1 1 楼的根本扛不上
去”，雇人扛最便宜的是
一层2元，住10楼以上的
每个月光雇人扛气就得
20多元。同楼居民王女士
也算了一笔经济账，她和
老伴在两人在家一个月
所用液化气费用，比她到
孩子家住，一家五口每月

用天然气费用还要高一
倍。鑫城大厦一老年住户
曾差点发生安全事故，也
刺痛了社区工作人员的
心。

社区加紧协调，今年
3月份终于同港华燃气达
成协议，对方愿意上门装
管道，可是管道要穿过楼
下商户的门头，还要挪走
商户的空调等设施，商户
纷纷不满。

不能只顾居民的利
益，不顾商户的利益。丛
书记能理解商户的苦衷，
携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
户做思想工作，终于，今
年10月份所有商户自愿
达成协议，同意配合施
工，让居民早日用上天然
气。

目前，鑫城大厦天然
气管道已安装完毕，居民
终于要告别扛液化气的

“劳累历史”，用上天然
气，分享便利城市的红
利。

速读
为推进德育建

设，近日，神道口小学
组织学生观看儿童电
影《 狗 狗 的 疯 狂 假
期》。小猎犬奥兹被迫
与家人分开，最终回
归家庭的感人故事让
学生受益匪浅。

朱佑凤

历时两周精心
准备，后峰西小学标
本展示比赛顺利完
成，比赛产生优胜班
级11个，优秀作品80
份。活动考验了后小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

徐晓华

鸟中

“大熊猫”

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威海南海新区湿地公园拍摄到多
只正在觅食戏耍的黄胸鹀。据了解，黄胸鹀属小型鸣禽，面临灭种
危险。去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黄胸鹀从

“濒危”升为“极危”，濒危等级已超过了国宝大熊猫“易危”两个等
级，堪称“鸟中大熊猫”。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王晓根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于晓
慧) 为严厉打击不合格消
防产品，切实维护广大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11月5号，文
登消防大队集中销毁了近期
检查收缴的不合格消防产
品。

本次共检查单位132家，
收缴不合格的灭火器一宗。

收缴、销毁的不合格消防产
品主要存在市场准入证明不
符，产品外观、标识、材料和
性能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伪
造市场准入证明等问题。

这些不合格产品一旦安
装到家庭、建筑工程上，不但
起不到防火、灭火作用，反而
极易使小火酿成大灾。

一宗不合格消防产品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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