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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北客站安置区
拟建九年一贯制学校
规模54个班，配建风雨操场和游泳馆，明年9月完工

笔记本第一 手机第二
宏图三胞6·18天猫旗舰店销售过亿

自淘宝创造了191亿的
单日销售神话以来，电商之
间的促销价格战就从未平
息过。“6·18”——— 号称今年
上半年商家最大规模的营
销战役现已落下帷幕，24小
时轰轰烈烈的促销战硝烟
弥散，电商乃至整个零售行
业几家欢喜几家忧。据悉，
本次天猫全网单日销售额
过亿的企业只有两家。宏图
三胞此次凭借其天猫平台-

宏图三胞天猫旗舰店，单日
完成了超过 1个亿的销售
额，不仅赚的盆满钵溢，也
赢得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这
位往日IT零售行业的大佬，
在3C数码零售业普遍于暗

涌中艰难前行的情况下，依
旧生机勃勃。

24小时内多次单品惊
爆秒杀、断货补货，宏图三
胞天猫旗舰店在6·18当天
可 谓“ 状 况 ”不 断 。手 机
iPhone5凭借正品行货全网
最低价，在活动当天很快即
被一抢而空，其后在企业迅
速补货后再次被一扫而光。
三星数款手机也凭借超低
价格，在秒杀活动开始的数
分钟内即售罄。如此种种的
大力度优惠赢得了大量消
费者的持续追捧。据官方统
计，宏图三胞天猫旗舰店于
6·18当日拿下了天猫全网
笔记本品类销量第一、手机

品类销量第二的赫赫战绩。
业内资深人士表示：宏

图三胞自2009年开始便启
动了企业战略转型计划，从
产品到品牌，从渠道到营销
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传统的IT优势领域持续
强化的同时，大大拓展了新
兴3C数码产品以及数码配
件、附件的产品类别，经营
模式和经营体系也开始更
加趋向于消费者的购买习
惯。自今年年初宏图三胞天
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以来，其
销量一直呈倍数的增长。同
时，宏图三胞的终端店面也
应势而变，在升级原有独立
店的同时，大力拓展商超

店、百货店等离消费者更
近、更具成效的店面类型。

在历经电商多次价格
战的洗礼之后，消费者已慢
慢回归理性消费。各大电商
也只有摒弃华而不实的“噱
头”，带给消费者实实在在
的优惠让利，才能最终赢得
消费者的认可。此次6·18大
战，宏图三胞异军突起挤入
第一阵营，这或许令有些人
出乎意料，但凭借其雄厚的
渠道、供应链整合能力，优
质的客户研究与服务能力，
以及应对未来市场的前瞻
性转变，或许我们在未来的
生活中又将拥有一个更好
的3C数码消费选择！

华泰柏瑞田汉卿：

摘取量化投资的“金苹果”

大资管时代，以ETF闻
名业界的华泰柏瑞基金，这
次把目光转向了量化投资的

“金苹果”。6月19日至7月19

日，华泰柏瑞量化指数增强
股票基金在中国银行等各大
销售渠道正式发行，其业绩
比较基准直指“95%沪深300

指数收益率+2 . 5%”，高于市
场上同类其他产品。这次担
纲的基金经理，是华泰柏瑞
量化投资部总监田汉卿女
士。田汉卿曾在全球量化巨
头巴克莱全球投资(BGI)担
任投资经理，拥有丰富的量
化投资经验。

安信宝利B6月24日起限量发行

首只为进取级份额引
入保本机制的分级债券型
基金也进入发行档期。安信
宝利分级债券型基金B类份
额6月24日起发行，借助“杠
杆+保本”的独特设计，宝利
B在保留了更高收益回报预
期的情况下为本金提供了
很好的保护，是不可多得的

投资利器。
安信宝利分级划分为

宝利A、宝利B两级份额，宝
利A、宝利B的配比原则上
不超过7：3。宝利A按照基金
合同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基
金资产在优先满足宝利A的
应计收益后，全部剩余收益
归宝利B享有。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蓝娜娜)
27日，记者获悉，铁路青岛北客站

安置区内将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共
设54个班，其中小学36个班，中学18个
班。同时，校内还建有餐厅、文艺楼、
室外操场、游泳馆和篮球场等场地。

该项目总投资额19368 .6万元。
27日，铁路青岛北客站安置区54

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工程招标公告发
布。公告显示，该项目位于李沧区板
桥坊河以南、安顺路以东、胶济客运
既有线以西，包括小学综合教学楼、

中学综合教学楼、餐厅及风雨操场、
文艺楼、传达室及室外景观工程。该
项目总投资额19368 .6万元，工程造价
10400万元。

该项目建设单位青岛市李沧区
教体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学校的

名字还没有最终确定，小学每个班
级按照45人标准建设，中学按照每个
班50人标准建设。餐厅的楼上就是风
雨操场，内设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3 6 4 3 6 . 4 1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3 0 0 7 1 . 4 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6364 . 96平方米。“地下空间很充足，因
此规划建设游泳池和停车场，其中
停车场设置了80个左右的停车位。”
工作人员说，按照规划，该项目主体
工程将于2014年9月竣工。

血站5月停采四天血
上半年未现“不定时血荒”，主要因为自身输血病号越来越多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杨林) 献血
者越来越多、自身输血接受度越来越高，
再加上医院对不合理用血的监管，岛城
上半年未现不定时血荒。为了调节采供
平衡，青岛市中心血站5月停采4天。

“今年上半年血液供应情况都非
常好，没有耽误医院使用。”27日，谈起
医院用血的现状，青医附院输血科主
任孙波没了往日的愁容。就在去年和
前年6月，岛城的多家医院均出现了血
荒，青医附院等用血大户一度停止了
部分手术。和孙波有一样感受的还有
海慈医院输血科主任张鲁平，“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觉得用血紧张，可以感觉
出来青岛目前并不缺血。”

以往的不定时血荒在今年上半年

没有出现，医院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岛
城自身输血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在青
医附院，去年自身输血占医院用血的
比例不足一成，今年已经达到2 0%。以
往屡次出现血荒经媒体报道后，献血
的情况出现了明显好转。医院也对患
者及家属进行自身输血的宣传，接受
自身输血的人越来越多。在海慈医院，
今年前两个季度，自身输血占医院用
血的比例也已达到25%，献血者和自身
输血的人都在增多，血液供应没有出
现紧张。

医院用血越来越规范，使得医院
的用血量比以前下降。“从去年10月开
始，我们就对病人的病历进行排查，对
使用安慰血等情况进行警告。”张鲁平

说，监督考核医生用血后，不合理用血
的情况在减少。

27日，青岛市中心血站的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岛城各种血型的血库存量
均在“偏高”水平。今年上半年，为了调
节采供平衡，血站经常发布限采、停采
通告，仅5月就停采了4天。今年，岛城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人数由300多人增加
到2000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无
偿献血，献血量增加显著。

“每年的 7、8月和 1、2月是采血淡
季。”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称，进入7

月以后，大批学生离青返乡，街头献血
人数会出现下降。虽然目前青岛已经
扭转了不定时血荒的局面，仍要针对
采血淡季最好准备。

湘潭路街道

举办社区治安巡逻队员培训班

为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李沧建
设，构筑社会治安防范长效机制，湘潭路街道启
动“守望家园”工程暨社区治安巡逻队活动。
为切实打造一支优秀的巡逻队伍，服务好社区居
民，保“一方平安”，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街道组织治安巡逻队员岗前培训。学习了
《巡逻队员工作职责》、《巡逻队员工作纪
律》、《巡逻队员考勤制度》等内容，明确了社
区治安巡逻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要求，宣布了
工作纪律和考核办法。培训结束后，组织了现场
考试，合格率达到了100%。

楼山街道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

为帮扶弱势群体，弘扬时代新风，楼山街道
慈善分会发动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体党
员以及辖区企业、机关、社区，众人拾柴，八方
解难。仅仅一月时间，各方即募集了5万余元。6

月27日上午，楼山街道“慈善一日捐”募捐仪式
在街道市民中心外正式举行。辖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企业代表、机关干部代表、社区两委成
员以及党员代表等40余人参加了捐款仪式。这些
“爱心”将送交李沧区慈善总会，用以帮助困难
弱势群体。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实行五项免费服务，提高计生服务水平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向育龄妇女提供五项
免费服务，即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免费进行
计划生育四项手术、免费进行孕环情监测、
免费发放孕期叶酸、免费发放计划生育宣传
册等，并发挥社区服务站时间灵活的特点，
在区服务站的指导下采取预约服务的方式，
充分利用节假日为社区居民开展孕环情监测
工作。在服务过程要求使用统一的《孕环情
监 测 登 记 簿 》 、 《 生 殖 健 康 咨 询 登 记 簿 》
等，进一步规范计生工作。

胶州供电：新办公系统应用培训

6月26日，国家电网胶州市供电公司调控中心
信通班结合办公室共同组织了新办公系统的应用
培训，参加培训人员涵盖机关部室、供电所、变电
站、营业厅，共计80余人。此次培训为下一步老系
统退运、新系统上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晓静)

浒苔
来袭

2 7日下午，
在 第 六 海 水 浴
场，工作人员正
在处理沙滩上的
浒苔。从当天上
午 7 时 到 下 午 3

时，工作人员一
直在装运浒苔，
已经有7辆满载浒
苔的卡车离开。

本报见习记者
姚雷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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