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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回顾近两年行情，2012

年大盘经过一波三折，最终微涨
3 . 17%；而刚刚过去的2013年，大盘以-
6 . 75%的收益率再次熊冠全球。在此
背景下，兴业全球基金则充分发挥权
益类投资优势，旗下主动管理类股票
型基金连续两年全部实现正收益，为
投资者持续带来正收益。

银河数据显示，兴业全球基金旗
下8只股票型主动管理基金2013年全
部录得正收益，3只基金业绩排名进
入同类型前1/4。其中兴全绿色投资
2013年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高达
43 . 87%，在同类可比的326只基金中位
列第16名。在分级基金中，兴全合润
分级B表现更是抢眼，2013年共实现
59 . 21%的收益率，在同类可比的33只
基金高居第2位。此外，受益于结构性
行情，兴全轻资产基金在过去一年也
取得了近40%的收益水平。

连续两年全部实现正收益

兴业全球

成A股“赚钱机器”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罗

静 通讯员 刘晶莹) 13日，
记者从淄博火车站获悉，截止
到春节前的火车票，目前尚有
42000余张火车票未取，提醒网
购或电话购票旅客抓紧取票，
防止扎堆取票，耽误行程。

据淄博火车站的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火车站每天都
有大量旅客出行。“有很多旅
客临近火车开行前半个小时
才取票。这在平时还可以，有
足 够 的 时 间 取 票 和 检 票 进
站。但是现在正是春运返乡
潮的时候，大量旅客乘坐火
车出行，提前半个小时取票
时间不太够了。毕竟取票人
数很多。一旦取票晚了会耽

误旅客行程。”淄博火车站一
名工作人员说。

因此，提醒市民网络、电
话或手机客户端订票后，要
尽快取票，以防出现扎堆取
票的情况，耽误旅客的行程。
不要为了图省事，在临行前
才去车站取票。有了网络、电
话或手机客户端订票新方式
后，窗口售票压力减轻，排长
队买票的情况少了，但窗口

依然要承担取票、改签、退票
等任务，特别在临近春节时，
车站窗口依然会很忙碌，所
以旅客最好尽早取票，不要
因为排队取票而耽误行程，
好不容易买到车票反而坐不
上车。

此外，火车站工作人员
提醒准备退票的旅客，尽快
办理退票手续，为其他旅客
出行提供购票机会。

44 .. 22万万张张春春节节前前火火车车票票未未取取
淄博火车站喊您尽快取票，避免因取票扎堆耽误行程

寒寒冬冬送送暖暖

近日，张店科苑街道办
部分干部职工来到路口岗
亭慰问在辖区一线执勤的
交警和协警。并送上了60余
份鸡蛋、大米等慰问品，向
他们一直以来坚守岗位，为
维护辖区交通秩序与安全
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本报通讯员 王继涛
杨超 摄影报道

新新年年首首场场雪雪咋咋就就等等不不来来
本周天气以晴为主，最低温-6℃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王
欣) 13日，晴朗的天气给市民
带来一丝冬日的温暖，本周晴
好天气将持续，新年的首场雪
仍不见踪影。

12日8时，淄博天空被乌
云笼罩，随后便飘起了小冰
粒，但不到11点，阳光就代替
了乌云。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
到，虽然出现了短暂的降水过
程，但由于量过少，并没有达
到记录的标准，所以并不能称
为降雪，而且近期内将不再有

降水过程。
“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

天空中飘起了小冰粒，我就以
为要下雪了，但是没一会儿就
放晴了。”市民马先生告诉记
者，早上下“雪”的过程很短
暂，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
下。“一直盼着下雪但也下不
下来，这次下的小冰粒也只是
局部性的，根本算不上是雪。”
正在市人民公园散步的刘女
士说，她家住在华光路附近，
一上午连小冰粒也没看到。

据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
绍，这次出现的局部性、短暂
的降雪过程并不能算真正的
降雪，因为此次冷气流与暖气
流的强度并不大，所以在短暂
的交汇后只是出现了小冰粒，
真正意义上的新年首场雪还
暂时无缘淄博，未来一周天空
以晴和多云为主，气温将逐渐
回升。虽然天空放晴了，但是
空气质量并没有因此好转。山
东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发布平台12日17时数据显示，

淄博环境空气质量13个监测
点最近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
均在250以上，而且空气质量
等级均为重度污染，主要的污
染物为PM2 . 5和PM10。

本周具体天气状况如下：
预计14日白天到夜间：晴，南
风2～3级，最高气温6℃，最低
气温-6℃；15日白天到夜间：
多云，南风2-3级，气温-2～
9℃；16日，晴，北风2～3级，气
温7～-4℃；17日，晴，北风2～3

级，气温6～-3℃。

淄淄博博建建立立职职业业信信用用管管理理体体系系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罗

静)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
统，向全社会普及职业信用理
念，建设职业信用管理系统。
近日，山东省引进人社部全国
人才流动中心项目——— 中国
职业信用管理平台落户淄博。

去年12月3日，中国职业信
用管理平台山东分公司(http://
www.newqc.cn)在淄博挂牌启
动。淄博成为山东省的第一个
响应人社部职业信用建设的城
市 ( 业 务 咨 询 电 话 ：0 5 3 3 -
2161100 13355210008)。中国职
业信用管理平台是由人社部全
国人才流动中心主办，致力于
中国“职业信用”的专业服务平
台，是国家级唯一最具公信力
平台，它与银行信用体系具有
同等地位，是我国社会信用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中国职业信用管理

平台山东分公司落户淄博，即
与淄博市专业人力资源服务
商---淄博五彩华洲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战略联合，
依托“五洲人才网”多年的运
营平台，让这一普及社会的优
质项目快速的在淄博推广开
来。

信用建设在国外发达国
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社会
信用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在一
些国家，每个公民都有属于自
己的社会信用号，这个号里保
存着个人所有的信用记录，可
以登录统一的网上平台进行
查询。

中国职业信用管理平台
借鉴了国外职业信用发展的
经验，并结合国内信用的发展
现状特点，以建立职业信用档
案为核心，采用多维度的信用
评价结构模式，如个人学历基
本信息、在职期间企业的工作
履历包括奖惩及个人职业培

训经历等相关信息认证等，综
合客观反映出职业人的职业
道德、工作能力以及职业人基
本的职业信用状况，为企业提
供重要的职业信用评价工具-
-职业信用档案。职业信用档
案不仅是用人单位管理人员
的记录，还是个人职业信用的
真实反映.

中国职业信用管理平台
是人社部结合中国国情建设
的针对职业记录的信用管理
体系，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
处于领先地位。国外目前实行
的是职业信用报告，它是员工
在离职时获得的一份对其工
作期间表现的总结，是静态
的，和人力资源管理是脱节
的；而中国职业信用管理平台
在记录员工表现时是即时的、
动态的，把人力资源管理和个
人征信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据负责该项目山东业务
推广的总经理李明介绍，“现

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向信用经
济转型，如果信用缺失，就会
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在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因为员工信息
的不真实性，将使企业蒙受巨
大的损失，大大增加了企业的
管理成本。而中国职业信用管
理平台在企业的运用，不仅能
提高人员信息准确性，减少管
理层工作量，还能激发职业人
的自我约束力，累积员工的信
用值，增加员工的成就感与责
任心，规避企业人才管理风
险，极大地降低企业管理成
本。”

“建设职业信用管理平台
对劳资双方来说都是个约束，
它能增进劳资双方的互信，在
帮助企业快速完成人力资源
采购和配置的同时，也使得企
业的奖惩机制更加公开透明，
有利于推动整个中国人力资
源管理的健康发展。”李明介
绍说。

本报讯 桓台县新城镇坚持以
人为本 ,转变工作方式 ,以服务促管
理 ,推行优质温馨服务 ,引导广大育
龄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
观念,积极开展“零距离”随访,“亲情
化”服务活动,全面提升了人口计生
服务水平,受到了本镇群众的好评。

倡导文明用语 ,营造温馨服务
范围。“这是我们的便民服务指南 ,

有我们的联系电话 ,您有计生方面
的问题请随时咨询我们”……像这
样的文明温馨话语在镇便民大厅计
生服务窗口经常能听到。在这里,群
众一次办成事的多了 ,重复跑多次
的现象少了 ,群众对计生的满意度
大大提高。

该镇将法律法规、健康知识、便
民服务指南汇成手册免费发放到广
大群众手中 ,告诉广大育龄群众计
生的服务项目、办证流程、办公电话
等。同时,对镇计生服务站布局进行
了调整 ,从刊板配置、室内布置、提
示用语、服务质量上都体现“温馨”,

努力将温馨服务活动贯穿于计生工
作的方方面面。

在开展宣传咨询活动中 ,讲究
互动 ,营造温馨 ,根据宣传活动内容
增加一些计生知识互动 ,充分调动
群众参与积极性,深受群众欢迎。在

“生殖健康”教育培训中 ,努力营造
和谐温馨的氛围 ,既讲究参与者互
动,又注意用一些风趣幽默的言语、
活泼的游戏 ,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
极性 ,营造温馨氛围 ,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邢伟)

新城镇推行计生

温馨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13日上午，淄博长运
洪勇书画院，召开关于“淄博油画
名家作品展”新闻发布会。本次展
会是该书画院注册以来的首次书
画艺术展会，共展出油画作品六十
余幅，集老中青三代油画艺术家31

位：老艺术家杨春明《海》、蒋则涌
《那边风景》、尹干《炫彩系列》等；
侯传岫、李玉生、蒋衍山及青年艺
术家李雪松、崔先进、李建等。

本次展会将于1月15日开幕，20

日结束，共6天。长运洪勇书画院举
办的这次淄博市油画名家邀请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展览的举办
正是希望油画和书画院能够不断
创新、不断推陈出新，推向更高水
平。实现企业介入文化，文化进入
企业，达到企业文化和艺术家的发
展双赢。地点：淄博市张店区山泉
路59号，山东长运企业集团院内。

长运洪勇书画院举办

“淄博油画名家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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