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山市白沙滩镇中心学校致力打造书香校园

为展现学校教育理念，
彰显学校办学特色，提高学
校品位的重要平台，为学生
成长提供重要途径，乳山市
白沙滩镇中心学校多种举
措致力打造书香校园。一是
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
引领，让学生浸润书香。学
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

的书籍进行晨读。让阅读成
为一种生活习惯，久而久
之，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形
成一个人优秀的品格。二是
以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
点，让校园充盈书香。通过
走廊文化、班级文化、操场
文化，让学生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

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促进
了学生的健康成长，提高了
学校的发展层次，形成了浓
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三是开
展亲子阅读活动，家校携手
抓实学生的校外阅读和生
活阅读，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

(单娟)

新教师小试牛刀 见面课精彩纷呈

为了提高教师的课堂
教学技能，促进新教师迅速
成长，帮助他们快速融入课
堂，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了
新教师见面课教学活动。此
次新岗教师展示活动，几位
新教师在师傅们的帮助下
课前认真钻研教材、精心备
课、制作课件等；上课时，老

师们激情饱满，亲切和蔼，
在课堂上展示了自己的教
学风采。他们有的运用多媒
体课件，使内容更生动形象
地呈现；有的运用小组合作
学习的方式教学，充分体现
了新课程自主、合作、探究
的教学理念；有的注重对学
生的引导、启发，增强了课

堂的互动性。新教师见面课
活动是畅园学校一直坚持
的优良传统，不仅为新教师
提供了一个磨练的机会，也
为全校教师提供了一个共
同学习、共同进步的交流平
台，有效的提高了全校教师
的教育教学水平。

(张玉花)

乳山一小举办“写规范字 书爱国情”教师粉笔字大赛

为营造墨香校园气氛，
夯实教师教学基本功，促进
教师专业化发展，近日，乳山
市第一实验小学举办了主题
为“写规范字，书爱国情“教
师粉笔字大赛。教导处王雯
校长宣布了活动内容、流程
及相关规则，25位教师参加
了此次比赛。比赛中，教师们

全神贯注，一支支粉笔，在笔
尖韵律般飞舞，沙沙响的粉
笔声演奏出一曲美妙的旋
律。她们不急不躁，一笔一划
地认真书写，一行行整齐的
字体，或清新飘逸，或骨坚内
润，或雄健有力，或端正俊丽
----40分钟后，公正娟秀、美
丽大方的粉笔作品呈现在大

家眼前，小小的方格之间挥
洒出了老师们不同的气质和
魅力。

本次粉笔字比赛不仅
展示了教师的个人风采，也
为教师间相互切磋学习提
供了平台，激励了教师在板
书书写上提高自身素养。

(李晓丽)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
至9月25日，股票基金、混合
基金年内收益率为25 . 93%、
28 . 95%。建信基金多只产品
更是超越平均，旗下共计有
30只权益类基金年内收益
率达30%以上，建信高端医
疗、建信中小盘、建信改革
红利、建信创业板ETF等14

只产品收益率超40%，尤其
是建信高端医疗已为投资
者赚取了超70%的良好回
报。

建信基金表示，节后
海内外市场风险偏好均显
著改善，国内经济和业绩
持续修复，A 股节后首个
交易日喜迎“开门红”，未

来行情可期。未来主要关
注三条主线，一是受内外
政策双重催化的新能源、
电动车板块；二是科技行
情，尤其是消费电子类行
业；三是在疫情影响下的
军工和医药板块。投资者
可关注建信基金相关产品
进行布局。

基金投资收益“真香”

建信基金旗下14只产品年内收益率超40%

农行威海分行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金融扶贫文章

近年来，农行威海分
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不断
探索金融扶贫新思路、新
途 径 、新 举 措 ，用 心 、用
情、用力践行使命担当，勇
挑金融扶贫重担，为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支持乡村
振兴贡献农行力量。截至9
月末，全行扶贫贷款余额
2 . 1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1 . 1 6 亿 元 ，增 幅 达
123 . 29%。

精准扶贫全面发力。
该行强化信贷引导，以精
准扶贫和产业扶贫作为重
点，打造出一条“政策引导

银行支持 企业参与”
的扶贫新路子，充分发挥
扶贫产品“富民生产贷”的
特色优势，精选扶贫龙头
企业，鼓励企业参与扶贫
工作，贫困村民生活质量
显著提高，为扶贫注入金
融活水。2016年以来累计
发放富民生产贷26笔，金
额2 . 02亿元，累计受益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达4 0 3 7
人。

积极助力消费扶贫。
该行与对口帮扶的河北饶
阳、新疆喀什等地区进行
深入对接，通过开展“金秋

助农美食秀”等活动，发动
全行员工全面参与购买贫
困地区农产品，以所购食
材为原料，烹制美食、展示
厨艺，评选优秀作品，推介
助农产品。并发挥客户资
源、业务发展、经营管理优
势，协助贫困地区进一步
做好金融扶贫、招商引资、
公益捐赠等工作。近 5 年
来，全行上下直接购买或
引导客户帮助销售贫困地
区农产品179万元。

探索开拓扶贫新模
式。服务“三农”是农业银
行永恒的使命，该行重点
推进“强村贷”“惠农e贷”

“惠农便捷贷”等特色产
品，解决村集体组织、广
大农户发展路上贷款难、
贷款贵的问题，近 3 年来
先后为近2 0 0 0 名农户创
业致富提供了资金支持，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认可。并在通过“强村贷”
产品支持村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探
索开创了“强村贷+扶贫”
新模式，既为村集体产业
发展提供了信贷资金支
持，又为村内贫困户创造
了就业岗位，把“输血”扶
贫变成“造血”扶贫，有效

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今
年以来，累计发放“强村
贷”9笔，金额882万元，创
造就业岗位数十个。

积极支持帮扶村发
展。自2017年与荣成市城
西街道后沟村建立帮扶
关系以来，该行先后为村

里整修山路、渠道，修建

拦河坝、水井，及时解决

了村委办公设备不足问

题，投入资金支持村集体

蘑菇种植产业发展；组建

金融知识宣讲小分队，进

村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活

动 ，为 村 民讲解了 反假

币、电子银行、防诈骗、防

范非法集资等多项内容；

深化开展“干部联户”活

动，着力解决老弱病残等

特定贫困群体的实际困

难，组织行领导和各部门

干部职工与帮扶村困难

群众结对子，每年春节、
中秋等传统节日前走访
慰问贫困村民，为他们送
去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
自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
该行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28万元，干实事，显实效，
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鞠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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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寨镇强化精准意识确保贫困户识别退出

做好贫困户的精准识
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关
键，为此乳山市乳山寨镇
在“精准”上用力用劲。改
变以往开大会、搞大呼隆
的模式，实行“开小会、吃
小灶”，由党委书记和镇长
分片分层次召开支部书
记、包村干部和第一书记

培训会，对工作程序、标准
和重难点问题详细讲解，
提高讲解效果。明确具体
责任到村、到人，与驻片两
委、包村干部和村支部书记
签订承诺书，防止出现弄虚
作假、优亲厚友或者谋取不
正当利益等情况。对于拟定
的市标贫困户、省标重点帮

扶户、稳定脱贫不再享受政
策人员名单，实行村两委、
包村干部、驻片两委逐级审
核，层层把关，确保识别和
退出的准确性。同时，由党
政主要负责人牵头，逐片逐
村逐户听取汇报，确保每户
识别和退出都经得起检验。

(隋海滨)

遗失声明

威海市环翠区育恒美术培训学校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
市青岛路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账号：9 3 7 0 0 4 0 1 0 0 0 0 2 0 0 4 5 4 ，核准号：
J4650004554801。特此声明作废。

农银智增定开混合基金10月12日起发行

2020年还剩下不到3个月
了，该如何布局四季度和明
年的权益投资？农银汇理推
出新产品——— 农银智增定开
混合基金于10月12日起开始
发行，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农银智增定开混合基金
定位为稳健灵活，权益仓位
设定为45%-90%。基金经理
在产品管理上将奉行“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的策略，以宏观大势研判为

获取长期稳健回报的基础，
持续跟踪产业趋势为获取超
额收益，稳定合理的估值体
系避免大幅回撤，通过持续
勤勉尽责的研究，努力把握
产业和资本趋势。

拒绝节后综合症 护胃达人摩罗丹

双节期间，亲友相聚，美
食当前，许多人都经不住舌
尖上的诱惑，不经意间增加
了肠胃负担，加上熬夜等不
良生活习惯，不少人在节后
提不起工作兴致，出现肠胃
不适等节后综合症症状。护
胃达人摩罗丹提醒您：拒绝
节后综合症，从养胃护胃做
起！

节后综合症来袭 注意
及时自我调整

长假期间，由于人们忽
略自我约束，熬夜、暴饮暴食
等不良生活习性打破了生活
规律，导致节后两三天内总
感觉提不起精神、工作效率
低下，甚至出现不明原因的
恶心、晕眩、肠道反应、神经
性厌食、焦虑、神经衰弱等节
后综合症症状，若不及时调
整，很容易影响生活学习和

工作状况。
假期放纵肠胃苦 节后

调养很重要
假期期间，各种不良饮

食习惯会加大肠胃负担，成
为肠胃脆弱的主因。因此，长
假后要及时调整饮食结构，
清淡饮食，以免对肠胃造成
更大负担，还可适当饮用茶
水或食用山楂片，让不堪重
负的肠胃充分休息。此外，还
需注意定时定量、规律饮食，
切忌暴饮暴食；合理安排起
居，早睡早起，若条件允许，
尽量午睡；晚上入睡困难，还
可以以热水澡或泡脚来促进
睡眠。最后，注意心理调整，
不要压力过大，节后工作应
循序渐进，并辅以适当的运
动缓解疲劳和紧张情绪，促
进身体机能恢复。

肠胃不适别慌张 家中

常备摩罗丹
若假期已出现肠胃不

适，尤其是本就存在胃病的
患者，更要注意节后调养。除
了合理饮食，规律作息和适
当运动外，还可以适当服用
养胃护胃药物，如摩罗丹。摩
罗丹由百合、茯苓、玄参、石
斛等十八味纯天然地道中草
药组成，组方合理，疗效确
切、安全性高，能有效修复受
损胃黏膜。家中常备胃药摩
罗丹可有效应对功能性消化
不良，起到和胃降逆、健脾消
胀、通络定痛的作用，对浅表
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
等胃部疾病及胃疼、胃胀、反
酸、烧心、嗳气、消化不良、食
欲不振等症状有非常好的疗
效。

家中常备摩罗丹，助您
节后元气满满！

“金九”喜迎三连涨！广汽传祺以实力开启“价值战”新篇章

伴随着金九银十的到
来，车市正在逐步“升温”。
在此背景之下，广汽传祺
多款车型集中发力，势如
破竹，9月共斩获终端销量
31119辆，并连续3个月达
成同比正增长！传祺M8、
M6组成的MPV家族表现
亮眼，9月合计销量同比增
长35 . 9%，其中，传祺M8销
量同比增长23 . 7%，稳居中
国品牌 2 0 万级以上高端
MPV市场销量冠军；传祺
M6月销量首次突破5千台，
环比增长44 . 2%；传祺GS4
家族凭借“好看、好开、好

省”的优势持续受到市场
好评，9月销量突破1 . 3万
台。

洞察消费需求升级，
在全领域、系统化创新推
动下，今年广汽传祺推出
了多款新车，成功覆盖各
细分市场。上半年，广汽传
祺推出了“硬核运动大五
座”传祺GS8S、“中国豪华
驾享 新 旗舰”全 新 传 祺
GA8，在其助力下，三“8”
旗舰家族焕发出全新活
力 ，9 月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23 . 1%。9月23日，传祺GS8
推出“20万车主纪念版”，

在价格不变的基础上，增
加科技配置、舒适配置和
安全配置，为品牌高端化
成长带来强劲的推动力。

在SUV市场，第二代
传祺G S 4 、G S 4 ? P H E V 、
GS4?COUPE组成的明星
GS4家族持续热销，9月合
计销量达13543辆。基于对
市场审美迭代和最新流行
趋势的理解，2021款传祺
GS4于近期带着 "震天翼 "
造型飒爽来袭，豪华感、价
值感全面提升，为年轻人
的第一台SUV座驾带来更
卓越的品质体验。

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三减三健”健康生活我做主

为响应“三减三健”号
召，倡导积极、阳光、健康、
向上的生活方式，荣成市第
三十五中学积极行动开启
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

校医以“三减三健”健
康生活方式中的合理膳食
和适量运动为重点，宣传

生活与健康的关系，并向
学生倡导“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
衡”的健康生活方式，同时
建议同学们将自己掌握的
营养知识理念带给父母，
使家庭成员健康素养能够
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次教育活动的开展，
不仅纠正了学生对饮食与
健康的认识误区，还将科学
健身、适量运动，减盐、减
油、减糖等理念落实到每个
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也
带动家庭建立良好的健康
习惯。 （张信平）

荣成市第三十五中让书香沐浴心灵，让阅读伴成长

为了进一步推进“书香
校园”建设，本着“读书育
人”的理念，引领学生课内
外阅读优秀书籍，汲取古今
中外文化精髓，养成读书做
笔记的好习惯，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审美能力和写作

能力，提升文化素养，荣成
市第三十五中开展了一次
班级读书笔记展评活动。

一本本读书笔记充分展
现了读书活动给学生带来的
思想情感的升华和理解能力
的提高。此项活动的开展，不

但提高了广大学生的读书兴
趣，真正让读书成为了一种习
惯，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读书
活动氛围，还丰富了学生的课
余生活，提升学生的写作水
平，提高语文学习成绩打下了
坚实基础。 （王丽英）

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最美的遇见——— 从心开始

为了引导帮助学校教

师缓解心理压力，实现教师

自我减压，提高教师心理健

康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近日

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举行

了教师心理培训讲座。

首先，心理老师和大家

做了一个数字游戏，通过老

师们的回答，心理老师指出
老师们都有一种心理现

象——— 从众心理。之后，心理

老师又通过几幅图片，分析

了老师们目前的情绪状态。

最后，心理老师给老师们做

了一个名为“最美的遇见—

从心开始”的催眠活动。老师

们闭着眼睛在轻音乐中进入
催眠状态，并根据她的指令
去感受和体验，在脑中产生
一个又一个的画面，从而达
到了全身心的放松。

通过这次讲座，老师们
都感到特别的轻松和开心，
更加对生活和工作充满信
心。 （张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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