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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近年来，乳山市畅园学
校以创建“精致校园”为目
标，从灵动的空间、独特的
文化、和谐的教育入手，打
造了高品质的学校。

学校组织专人对校内
绿植进行统一修剪，打造了
灵动空间，草坪更加整齐，
树木也更加挺拔,校园的颜

值大大提升了；学校将音美
理化和活动室进行装修改
造，教室内或琴声悠扬，或
创意无限，更有助于学生放
飞心灵；校训校风展示牌镶
嵌校园内外，校园浮雕大气
磅礴，形成了独特的畅园文
化；自主选课、校本课程等
彰显着学校的内涵，研学旅

行、演讲比赛闪耀着学生思
想的光芒，家校关系、师生
关系更加和谐，形成了和谐
教育。精致校园的打造，极
大改善了校园生态环境，为
师生们创造了一个美丽、安
静、舒适的教学环境，进而
推动畅园学校教育高位优
质均衡发展。 (姜英)

乳山市畅园学校全力打造精致校园

公告
威海华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注册号：913710027292616861)拟将注册资本由

1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30万元人民币。敬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夏明礼
联系方式：15606317289

据了解，备受市场关
注的华商景气优选混合基
金将于 1 1 月 2 3日正式首
发，近日，该基金拟任基金
经理李双全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展望后市，对四季度

市场表现相对积极乐观，
未来将重点关注经济转型
中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带
来的投资机会，另外受益
于经济复苏的顺周期行业
也有望呈现出较好的盈利

弹性。
当谈及将近期即将发

行的华商景气优选混合基
金时，李双全介绍道，该基
金将专注投资的景气程度
高或趋势向好的行业。

华商基金李双全：专注挖掘盈利趋势向好的高景气度行业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
做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工作
的通知》一周年之际，首批
获准试点的五家机构之一，
中欧基金旗下中欧财富发

布了基金投顾首份白皮书
《试点一周年：公募基金投
顾白皮书》。数据显示，在问
卷调查中，近五成受访者非
常肯定基金投顾提升了自
己的投资盈利。以中欧财富

投顾最新的统计数据为例，
中 欧 财 富 投 顾 盈 利 占 比
93 . 06%。可以看得出，尽管
上线时间不长，但初露头角
的基金投顾已经令市场和
投资者为之振奋。

基金投顾一周年大考:五成用户肯定基金投顾提升盈利体验

警务助理每天“溜达”，干活“杂七杂八”
环翠探索乡村警务新模式：一般小事儿由助理就地调解，安灯泡、遥控器换电池都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孔少杰

每天，“溜达”是王建强的主要
工作。自幼在里口山王家疃长大，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
个人，这让他的“溜达”并不轻松，
遇到村民搬东西要搭把手，遇到不
会操作手机的老人要手把手教，安
灯泡、给遥控器换电池这样的小事
他也做。村民们使唤他不需客气，
当他是自家人，因为他身上穿着警
务助理的制服。

44岁的王建强是环翠区张村
镇王家疃的警务助理。他原本跟村
里的大多数人一样，自下学起就在
附近企业打工，也早早在镇驻地买

楼、买车、结婚、生子，“我虽然是农
民，但没种过地。咱这儿是城郊，到
处都是企业，打工比种地挣钱。”自
2018年起，他又回到村里，当警务
助理，“工作不累，还方便照顾老
人。”

从2017年10月份起，威海公安
环翠分局在环翠区委、区政府的支
持下打造农村警务助理新模式，并
在张村镇率先试点，推动警力下
沉、警务前移。“选的都是本村人，
要求人品好、素质高、有公信力。”
张村派出所所长翟向民说，“自从
有了警务助理，村里的一般小事儿

就由他们直接调解解决，不必再浪
费警力。”

10月28日，王建强照例要去村
里“溜达”。虽然他把巡视称作“溜
达”，但“溜达”前要仔细地正装后
才出门，并提上印有“警务助理”字
样的公文包，“我不是警察，但穿上
这身制服，就不能给警察丢人。”

依山而建的王家疃狭长，从山
下到山上有6里路，这一路要遇到
很多人、很多事。“自从里口山旅游
开发起来后，每天都有大量游客
来，事儿就多了。”王建强说，常有
馋嘴游客摘村民的水果，常有游客

的车堵住村民家门，“都是小事儿。
老百姓都好说话，几句话就调解完
了，根本没必要报警”。

“溜达”一圈要两三个钟头，回
到警务助理工作站，他把工作记录
写了，又整理了一下档案，“其实工
作也很多，消防检查、交通管理、人
口登记、法规宣传等都是我的工
作，这些事儿能在‘溜达’一圈的同
时全做了，而且天天做。”

令王建强自豪的是，“村民有
事儿都找我，我也觉得我很重要。”
警务助理工作站的墙上，贴着一行
大字———“和为贵，谐为美”，王建

强说：“这就是我们警务助理的工
作目标。”

自去年起，威海市在探索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创造性推
行以政治(党建)、自治、法治、德
治、智治、信治和实施网格化治理
提升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六治融
合、一网联动”新模式，成效显著。
其中，在农村依托较大村庄划分警
务室，建立“一村一警务助理”警务
模式，广泛吸收保安、物业管理员、
快递员等群防群治力量参与基层
警务工作，实现了人防管控工作覆
盖面广、基础扎实、防控有效。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开展系列爱国教育活动

近期，乳山寨镇中心
学校策划组织了丰富多彩
的爱国教育活动，结合工
作实际成立了系列爱国教
育活动领导小组，拟定实
施方案，并充分考虑各个
年级情况，设计了不同主
题的阅读和学习活动，安
排专门教师指导负责，实
时检查督促活动实施。

在《学习新思想 做好
接班人》爱国主义教育公益
活动上，校长刘玉信给学生
上了生动形象的一课。学校
各年级按照实施方案的要
求，统筹安排，周密部署，开
展了“学习新思想，做好接
班人”系列活动，让爱国主

义思想成为校园主旋律。
开展“从小学用典”主

题班会，通过几个方面的
讲解，既培养了学生的阅
读兴趣，又使同学们对“新
思想”“接班人”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开展“我和祖国
共成长”演讲比赛，用洪亮
的声音，真挚的感情向祖
国告白。开展“我和祖国共
成长”征文比赛，用笔风倾
诉着对祖国满腔的热爱、
赞美之情。开展“讲时事故
事”主题活动，通过讲述国
家大事、各领域时事，培养
学生们关注社会、关注国
家、关注世界的习惯。开展

“讲红色故事”手抄报活

动，张张手抄报记录了孩
子们的心路历程，也表达
出孩子们从小学好本领、
立志长大报效祖国最美好
的愿望。

学生们承载着国家的
希望和未来，他们既是追梦
者，也是圆梦人，身处伟大
时代，使命神圣而光荣。一
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让学
生们更加深入学习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时代要求和重大意义，认
识到新理论、新思想的显著
特征和丰富内涵，坚定了做
好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
决心。

(王珊珊)

乳山市府前路学校 :亮点创新提质量 反思总结助发展

近日，乳山市府前路学
校各级部以“教学研讨月”
为契机，由校委会督导，级
部主任牵头，骨干先锋带
头，全体师生共同参与，总
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亮
点做法。

初一级部十分重视班
主任队伍建设，打造了团
结协作的教师队伍，培训
有责任心的班干部，通过
早读和午写培养学生认真
书写的习惯，开展励志教
育，让励志卡上桌。初二级
部通过集体教研把握大方
向，即时教研解决小问题，
同时深入班级查找问题，
召开弱势班级班导会，还

设计了每周一温馨提示和
课 前 小 测 验 推 动 发 展 提
升。初三级部重点抓优生
(小组长 )的引领，对班级
优生的提出明确的目标要
求，还做好优秀班主任示
范引领工作。同时，抓好级
部常规管理的检查、督导
与总结，要求班级管理目
标高、要求严、管理细，还
强化了正面引导，级部集
体表扬优秀做法。初四级
部主要是抓细半天教研日
活动、利用半天教研日解
决一周的授课任务，并推
介优秀教研组抓实学困生
教学的经验做法。

此外，也要求教师要

以人为本，以爱为本，注重
对学习兴趣的激发，具体
做好“三抓”：抓后进生，做
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采
取 低 起 点 ，小 步 子 ，多 启
发、多鼓励。抓优生，加大
训练，引导自学，及时解答
他们的疑难问题，促其向
高层次发展。抓临界生，集
中精力抓，做到课堂提问
优先、练习优先批改、作业
优先辅导、问题优先解答
的“四优先”和思想跟踪、
课堂跟踪、作业跟踪、测试
跟 踪 、学 法 跟 踪 的“ 五 跟
踪”模式，努力使临界生在
学习过程中有所进步。

(宫平平)

“小木耳、大产业”助力

海阳所镇薛格村乡村振兴

选址、测量、购材、打
孔……在乳山市海阳所镇
薛格村的村口，一个由贫困
户和本地工人组成的队伍
正在严格按照建造流程打
造着村中的第一个木耳大
棚。预计本月底建成2个。

薛格村是山东省乳山
市海阳所镇唯一的省定贫
困村，全村常住人口149户
427人，共有贫困户106个。
自2014年被定为省定贫困
村后，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
投入63万元，为村打造苗木
种植项目，帮助薛格村贫困
户脱贫致富，目前村仍有脱
贫享受政策5户8人。

自去年7月份开始，根
据统一安排，乳山市财政局
派驻第一书记到薛格村驻
村进行帮扶，并多次派出人
员到村协助第一书记进行
规划谋划，利用自身优势帮
扶村发展。，去年协调水利
部门为村打井一眼，今年出
资5万元帮扶村“户户通”项
目，现“户户通”项目已顺利
完工，不仅帮助村提升了基
础设施水平，也为村贫困群
众提供了打零工提高收入
的岗位。

今年7月份以来，为巩
固脱贫实效，乳山市财政局
多次来村考察，帮助村干部

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重
点，围绕产业发展多次调
研、对接，在和海阳所镇、帮
扶部队的共同商定后，确定
以木耳产业作为村发展方
向，利用部门帮扶资金和财
政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
建高钙木耳大棚，实现“小
木耳、大产业”，预计年底将
收获第一茬木耳。

下一步，在木耳采摘、
晾晒等方面，薛格村将采用
按日计薪的方式，让有务工
能力、有务工意愿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参与其中，切实巩
固脱贫质量。

(姜海夫)

感恩长存心与行 温暖相伴摩罗丹

爱在深秋，感恩有你，知
恩于心，感恩于行，中国人性
格内向含蓄，总是喜欢将情
谊藏在心中深处，羞于表达，
摩罗丹呼吁：道一声感谢，感
恩往日的温暖守护与相互鼓
励！

健康需守「胃」
温情常相伴
对于爱你的人来说，能

守护好自己的健康，无疑就
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但随
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
压力也在增加，不按时吃
饭、熬夜加班、应酬喝酒、长
期抽烟等不良习惯危害着
我们的健康；近年来，越来
越多人喜食辛辣，社会似乎
已经进入了“无辣不欢”的
时代，各类麻辣火锅店、川
菜馆总是人头攒动。这些生
活与饮食习惯，都对肠胃造
成了不利影响，让我们的肠
胃不堪重负。

据世界卫生组织近几年
的统计数据，我国已经成为
消化病大国，其中胃病的发
病率高达80%以上，患者常

伴有腹痛、腹胀、早饱、打嗝、
恶心、消化不良等症状。并
且 ，这 一 数 据 正 以 每 年
17 . 43%的增速高速增长，保
护好肠胃，关注胃健康已经
迫在眉睫。

俗话说：“胃要三分治、
七分养”，早有医学证实，胃
病的发生与不良的生活习惯
密切相关，长期不良的生活
作息和饮食习惯都容易引发
胃部病变。但由于许多胃病
在初期无明显症状，很多胃
病患者对自身的疾病并不重
视，往往导致拖延治疗，病情
加重，从而影响到生活品质。
因此调整生活节奏、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是治“未”病的
关键点，需从日常生活中对
胃病防患于未然；同时，当感
到胃部不适时，应及时采用
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进行治
疗，必要时要及时就医，防止
病情的加重。

胃药摩罗丹
助力感恩季
胃药摩罗丹受到广大胃

病患者与社会的推崇，入选

“2019-2020年度中国家庭常
备药”榜单。摩罗丹严格按照
君臣佐使理论，由十八味道
地药材科学组方，配伍而成。
经过30余年的临床验证，长
期、大量的临床应用数据表
明，摩罗丹配伍严谨、疗效确
切、药性温和、安全性高。摩
罗丹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
萎缩性胃炎等多种胃部疾
病，能有效缓解胃痛、胃胀
气、嗳气、烧心等多种症状，
可长期服用，安全恢复胃动
力。

近年来，摩罗丹由于其
良好的药效与安全性，被诸
多国内外的权威指南收录和
推荐，已成为了一款医患认
可、家喻户晓的中成药胃药。
详实的临床应用数据，权威
学术平台的推荐，以及专业
的医药研发过程，使更多患
者认可摩罗丹的护胃实力。
因此，以摩罗丹来守“胃”健
康，可谓明智之举。

在此，摩罗丹提醒您，温
和护胃，健康常伴，以更好的
自己回报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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