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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基金淘宝店已开张近一年，
然而，这些店铺的销售却已是天差地别。数
据显示，目前在淘宝开设店铺的32家基金公
司，其店铺多数冷冷清清，有的店铺总销量
不超过100笔，部分产品近一个月交易量甚
至为零。不过，富国、建信、广发等店铺，以及
淘宝系主流的余额宝、招财宝等产品却十分
红火，与其他基金店铺拉开差距。值得关注

的是，与淘宝系主流的余额宝、招财宝等低
风险产品不同，富国淘宝店95%的交易量为
股票型基金，其中店铺主打爆款——— 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基金，近一个月销量更是高达
8800万，该公司整个淘宝店近一个月的交易
量也突破1亿。Wind数据显示，截止9月3日，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今年以来斩获24 . 36%的
回报，跻身383只股基第25名。

基金淘宝店天差地别富国基金店铺交易量稳居前三

曾经，7万元以内买SUV，可能很多人觉
得那是开玩笑。伴随长城M4、智尚S30、幻速
S2、英致G3等、车型的问世，7万元也能买辆好
看好开而且又省油的城市SUV。不过，这四款
车中到底谁更出色呢？哪辆车又更适合您呢？

英致G3的整体造型在四款车型中比较
个性，整体造型非常协调、硬派和饱满是英
致G3给人的第一印象。其中，前脸线条刚劲
有力，侧面线条简洁干练，高挑的腰线让车
身看起来饱满、结实。

如果您更在乎一见钟情的外表和车辆
的动力操控性能等综合性价比，选择英致G3
为理性的选择；如果只一味地偏爱大空间，
选择幻速S2为明智之选；如果只一味地追求
现有的保有量和购买保养的便利性，选择长
城M4也不错。当然，如果只在乎更低的价格，
那更低配置的智尚S30则更有优势。

哪款车更值得购买？主流小型SUV大比拼

莘县农商行古城支行通过强化学习、教
育培训，大力提升农商行全体员工素质，全
面提升员工能力和素质。

加强培训，提升员工素质。该行每年初
制定员工培训计划，以内部培训和外邀专家
的形式，开展员工岗位知识及技能培训，培
训内容涵盖信贷业务知识、法律法规、金融
产品、财务会计等多方面。通过培训，不断提
高广大员工的综合素质，逐步构建全行员工

终身教育培训体系。
强化教育，注重思想引导。由于近年新

入行的部分大学生员工，对从事柜面或农村
基层工作存在一定的轻视感和落差感。针对
这种思想倾向，该行组织老员工对其进行一
对一的帮扶和谈心，理顺他们的思想情绪。
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
员工树立“合规守法”的理念。

(多凤珍)

莘县农商行古城支行强化学习提素质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
来，茌平县胡屯镇人口计生部门按照“为民、
务实、清廉”的总体要求，“想育龄群众之所
想，急育龄群众之所急”，结合工作实际，通
过创新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大力提升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水平，确保服务质量不断提
升，着力提升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积极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树立群众至上
的理念。胡屯镇在计划生育服务内容上针对
不同群众的不同需求进行宣传，努力使宣教
服务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工作
过程中全力做到热心、诚信、用心、细心、耐
心和真心的服务，为育龄群众搭建温馨的服
务平台。提高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的质量，提

升群众满意度。胡屯镇切实做好各项计划生
育奖励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确保发放到位，
并做好回访记录，提升计划生育家庭的幸福
感和荣誉感；提升依法行政的水平。进一步
树立人口计生干部队伍形象，全面推进“阳
光计生”和“诚信计生”，积极开展开展各项
便民维权服务，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接受群众的评议和监督；加强计划
生育奖扶政策的宣传。胡屯镇利用广播、计
生专栏、网络平台、群发信息等方式宣传各
种计生奖励政策，通过发放“便民服务卡”，
把证件办理流程以清单形式告知群众，更好
地方便群众办事。

(耿士春)

胡屯：践行群众路线强化计生服务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王传胜) 为传播科学抗癌理念，
鼓励病友自救互助，本报与聊城
宁养院发起成立聊城抗癌乐园，
邀请病友加入，共同寻找康复之
路，一起战胜病魔。

据了解，近30年来，我国癌
症患者数量以每年3%-5%速度
递增。“癌症就是绝症”、“确诊癌
症等于宣判死刑”，已成为民众
普遍看法，很多人“谈癌色变”。

随着医学进步，越来越多的
美国人已开始转变对癌症的看
法，他们认为“癌症不是绝症，而
只是一种慢性病”，美国癌症患
者平均存活时间已达到11年，并
不比其他一些慢性病患者更短。

根据美国肿瘤学会最新统
计，美国癌症病人在 2 0 0 3年-
2009年五年生存率——— 一个用
来统计癌症患者存活率的重要
指标，达68%以上，比1975年-

1977年的48 . 9%有显著上升。相
比之下，中国肿瘤防治办在今年
1月发布的《中国肿瘤统计年报》
显示：中国癌症病人五年生存率
为25%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已公开宣布，
三分之一的癌症可预防，三分之
一可根治，三分之一经治疗可长
期生存。一些研究机构还进一步
证明，癌症患者中有一部分人能
不治而愈。

然而，目前在我国大多数人
对癌症认识不够，治疗观念更是
落后，往往低估自我修复能力，
过高相信药物能力。殊不知，癌
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非死于疾
病，而是死于内心恐惧和错误治
疗。

为传播科学抗癌理念，帮助
癌症患者共度难关，本报与聊城
宁养院发起成立聊城抗癌乐园，
为癌症患者营造一个温馨的

“家”。聊城抗癌乐园作为公益组
织，将以“自救互助、乐观淡定、
适宜治疗、带癌生存”为宗旨，通
过开展各种活动，为患者提供正
确指引，增强患者战胜病魔的信
心，增进病友间交流，共同寻找
康复之路。

咨询电话：0635-6328034；
18606350214。报名地址：聊城市
人民医院宁养院(市人民医院东
区)。

传播科学抗癌理念，鼓励病友自救互助

聊聊城城抗抗癌癌乐乐园园邀邀请请病病友友加加入入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
者 谢晓丽 ) 二干路位于二
干渠西岸，路面原为颠簸不平
的土路，宽约5米，通行不畅，
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聊城决
定对该路城中段拓宽改造，将
其改造成为路宽60米，两侧各
带30米宽绿化带的城市标准
道路。目前，二干路(花园路至
陈口路)建设完成实现通车。

二干路 (花园路至财干

路)，全长5 . 95公里，红线宽60
米，其中快车道28米，花池每
侧宽4 . 5米，慢车道每侧宽5 . 5
米，人行道花池每侧宽3米，人
行道每侧宽3米，道路总面积
33 . 09万㎡，其中快车道面积
21 . 9万㎡，慢车道面积6 . 22万
㎡，人行道面积4 . 97万㎡，雨
水管道总长13 . 4公里，污水管
道总长6 . 6公里，检查井521
座，路灯1023基。

10日，记者了解到，自二
干路开工以来，道路建设与拆
迁同步进行。目前二干路(花
园路至陈口路)建设完工，实
现通车。二干路(陈口路至利
民路)基本完工，利民路口正
在收尾。其余路段正加紧建设
中。

二干路处于聊城市中心
位置，毗邻二干渠，东与滨河
大道相望，西与鲁化路、花园

路等南北干道平行铺展，与陈
口路、利民路、东昌路、兴华
路、振兴路、建设路交错共同
织起城市路网。二干路修缮贯
通，将增加一条贯穿于花园路
与光岳路间的南北干道，将与
沿徒骇河铺设的滨河大道一
起构成新的南北交通动脉，有
效缓解花园路、光岳路交通压
力，缩短聊城南北部繁华距
离。

二二干干路路((花花园园路路至至陈陈口口路路))通通车车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建 )

10日，记者从古城保护与改造
指挥部了解到，经指挥部与西
安旅游托管公司充分沟通，确
定西安“老孙家泡馍”和“西安
饭庄”两家老字号入驻古城，并
在国庆期间实现初步营业。届
时，将有百余家新老店铺开业

经营。
据介绍，古城四大街店铺招

商取得阶段性成果。古城招商围
绕水上古城“西文、东商、北食、
南驿”经营业态主题，以繁荣地
方经济，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为原
则，重点倾向于引进能充分展现
本地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的项
目，倾向于引进老字号、知名品

牌，及地方曲艺、时尚演绎、高尚
休闲娱乐等项目。

自招商开始至今，累计报
名商户203户(其中126户集中
在玉石古玩书画行业，但鉴于
大街业态布局不能过多考虑)。
四条大街新建商业房屋共计88
套，目前已签订合同商铺32套。
其中玉石书画4家，非遗项目5

家，紫砂、景德镇瓷等特色商业
3家，客栈1家，戏曲展览馆和艺
术馆2家，餐饮8家，配套服务1
家；尚有10户目标客户正在商
谈。部分商户开始接房装修，其
中，西安饭庄和老孙家泡馍两
家老字号即将进场装修。确保
国庆期间有24家新店铺、80余
户老商铺开业经营。

古古城城百百余余店店铺铺““十十一一””开开业业经经营营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张召旭 ) 最近一段时间受地缘
政治因素和经济数据影响，黄金
价格变动较大，特别是8日国际金
价跌至1255 . 29美元/盎司，创下3

个月来新低。由于金价大幅下
跌，市民投资贵金属积极性增
加。

由于金价连续跳水，中秋节
期间，聊城黄金饰品销售迎来小
高潮，部分卖场黄金价格比平时
优惠30至50元，金价一度低至280

元左右。
8日，在城区一卖场里，由

于价格优惠，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首饰，平日里冷清无比的黄金专
柜一时热闹起来。“现在黄金才
280元，比前几天一下子便宜了近
50元，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
过来选些首饰。”正在卖场挑选
黄金饰品的陈先生说。

一黄金专柜工作人员介绍，
中秋节期间，他们每日黄金成交
量是平时三四倍之多。前来购买
金饰的不少是有结婚打算的情
侣，倾向于购买吊坠、对戒、项链
等小件饰品，也有不少是成套购
买。

相比黄金首饰，做黄金投资
的郭先生说，最近一周金价连续
下跌，特别是8日和9日两天，他连
续出手4次，和他相熟的一些黄金
投资者在最近两天也连续出手，
一时间贵金属交易活跃不少。

金价跳水跌至

三个月来新低

本报聊城9月10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济聊高
速公路管理处获悉，因德商高速
公路施工，济聊高速公路S1聊城
西收费站于10日16:00全部封闭，
过往车辆请绕道通行。另据了
解，由于德商高速公路施工时间
较长，济聊高速公路S1聊城西收
费站再次开通时间暂不确定。

济聊高速聊城西

收费站昨起封闭

立志从戎赴警营书写豪情
壮志，一腔热血到部队开启辉
煌人生。9日，武警聊城支队营
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来自湖
南的首批武警新兵抵达聊城。
新战友带着家人的嘱托，怀揣
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
志，开始了崭新的军旅生活。这
批新兵的入营，标志着聊城市
迎接新兵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柳凤春 摄

新新兵兵入入营营


	L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