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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涨势如破竹
中银基金旗下权益类“长跑健将”值得关注

股市的红火带动权益
类基金水涨船高，一改上半
年的颓势，翻身逆袭成为今
年最赚钱的公募基金品种。
中银基金旗下一批中长期
业绩表现优异的权益类产
品有望为投资者的“年终
奖”红包添金加银，值得关
注。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
月4日，中银优选混合基金
今年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
为39 . 31%，最近三年增长
58 .93%，成立以来增长高达
85 .86%。晨星开放式基金业
绩排行榜显示，截至11月28
日，中银优选混合基金最近
五年的总回报率在计入统

计的92只同类型基金中跻
身前五。此外，截至12月4
日，中银主题股票基金今年
以来总回报率43 .90%，成立
以来涨71 .1%；中银策略股
票基金今年以来总回报率
达 2 9 . 1 2 % ，最 近 三 年 涨
52 .94%，成立以来涨幅高达
85.84%。

万家基金：180指数“打包”低估值蓝筹

每轮牛市启动，在主流
资金推动一轮上涨后，都会
将关注目光转移到低估值蓝
筹股和相关的指数产品上。
原因很简单：估值低、长期潜
力大，而这些优质低价股的
上涨，也为其他个股拓展出
更大的上升空间。以万家180
(代码：519180)为例，其最近

六个月涨幅达到49 .09%，赚
钱效应显著。

作为国内第一只180指数
基金，万家180基金覆盖了上
海A股市场超过70%的总市值
和超过60%的自由流通市值。
根据银河证券截至12月5日数
据，万家180最近六个月涨幅
49.09%，年化收益近100%。

万家基金认为，沪港通
为海外投资者进入A股提供
了便捷的通道，优质大盘蓝筹
股将会长期整体受益。分析人
士也认为，目前大盘仍处于巨
型底部箱体的上轨突破时期，
中长期牛市值得期待。上证
180指数汇集了低估值优质蓝
筹，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葛葛掌掌柜柜””一一年年时时间间粉粉丝丝突突破破88万万多多
“聊城”——— 最值得关注的微信公众账号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者
王尚磊) 眼下，微信公众平台火
了起来，各种公共账号如雨后春
笋般冒了出来，那么在聊城到底
什么样的公众账号才能打动市民
的心？“聊城”这个微信公众账号
拥有微粉丝八万多，在聊城已经
成为各种微信公共账号的领头
羊，他的微粉丝最多。

在微信大行其道的当下，聊
城越来越多的人开出了微信公众
账号，他们以“自媒体人”的形象
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记者了解
到，他们中大部分账号默默无闻，
粉丝用户少的只有一两千人。但
也有人因此成名，粉丝用户达8万
以上。

聊城市民“葛掌柜”拥有8.6万
微信粉丝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

“葛掌柜”在IT界工作多年，拥有自
己的公司，现在主要从事网络营
销、微信营销及策划方面的业务，
对互联网行业有丰富的经验和认
识。“葛掌柜”姓葛，这个名字是他
为了和微粉丝交流起的，听起来较
为亲切，寓意为大家服务的意思。

2013年年底，“葛掌柜”注册了微信
公共账号，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聊
城”这个微信公众账号shuoliaocheng

注册后，每天更新聊城相关的内
容，越来越受平台粉丝的喜欢和支
持，因此他的微信平台粉丝每天呈
几何倍数增长。

“从总粉丝数量、粉丝增长速
度、图文阅读量、图文分享量等等
多个指标衡量，包括我们自己都
没有想到我们的后台会有那么多
的关注者，我们每天的推送能被
几万人阅读和分享，真的很感谢
广大的网友。”面对粉丝的增长，
有这么多聊城人通过他的微信号
更了解了聊城，“葛掌柜”感觉很
是荣幸。“葛掌柜”的成功在于他
对推送信息的严格把关，以及对
内容选择的严格要求。

“葛掌柜”是一名80后，富有
爱心，今年高唐一个孩子因严重
烫伤家里花光所有积蓄，急需救
命钱，“葛掌柜”看到后就编辑信
息在公众平台进行了推送，关注
转发量达到6万多，引发网友爱心
接力救助。

除去必要的节假日，“葛掌
柜”每天都会推送关于聊城美景、
历史、人文、地利、风俗、生活、娱
乐、美食等方面的微信内容，截至
目前，共推送数千篇图文消息，并
且很多内容都引发上万聊城人关
注转发。

“我们所做的也许将不再是
这些简单的分享，我们可能要走
遍聊城的每一条街道，感受每个
聊城人需求，挖掘聊城每一块砖
瓦缝隙里的故事。”“葛掌柜”说，
他的账号始终是根植于聊城，服
务于聊城人，让聊城市民通过微
信这样的一个平台，更了解聊城，
在聊城生活的更丰富多彩。

葛掌柜和他的【聊城】微信号

聊聊城城拟拟出出台台荣荣誉誉市市民民授授予予办办法法
鼓励和表彰对聊城做出突出贡献的非本市公民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 日前，市人大
常委会民族侨务外事工作室
对外发布公告，广泛就《聊城
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征
求意见稿)》对外征求意见。根
据该征求意见稿，聊城或将
近期出台荣誉市民称号授予
办法。

据介绍，之所以出台聊城
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主
要是为了规范聊城市荣誉市民
称号的授予，鼓励和表彰在本
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
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突出
贡献的外国友人、外籍华人、港
澳台同胞和国内非本市公民等

非本市公民。
在征求意见稿中，列出了

几种可以授予聊城市荣誉市民
称号的条件。在本市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贡献突出的；
在本市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城乡规划和推动技术进步、
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方
面提出重要建议，经采纳后产
生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在
促进本市对外交往、扩大对外
交流合作、促成国际友好城市
关系方面贡献突出的；在本市
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方面贡献
突出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见
义勇为事迹突出的；与本市长

期保持友好交往的相关领域、
行业知名人士；为本市做出其
他突出贡献的。只要符合这些
其中一项，就可授予聊城市荣
誉市民称号。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推
荐荣誉市民应填写《聊城市荣
誉市民推荐表》，外国友人、外
籍华人、港澳同胞报市外侨办；
台湾同胞报市台办；其他市外
人士报市政府办公室。

获得聊城市荣誉市民称号
后，可以在应邀参加本市重大
活动时，享受贵宾礼遇；应邀可
以列席本市人民代表大会、市
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已取得外

国专家证或者外国人就业证，
需要在本市长期居留的，根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最长期限
为其办理居留许可；荣誉市民
子女来聊城市就读，享受本市
学生待遇；市政府规定的其他
待遇。

荣誉市民因受到刑事追究
或者有其他与荣誉市民称号不
相称的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
会撤销其荣誉市民称号。国家
工作人员在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工作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照规定给
予相应处理。

高高新新区区招招聘聘2244名名
专专业业技技术术人人才才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者
王传胜 ) 12月7日，聊城市

高新区发布招聘启事，因事业
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24名专业技术人才。

高新区本次共招聘24名
专业技术人才，分别是建设工
程类4名，经济类5名 ,新闻类3
名(含男女电视主播各1名)，理
工类3名，法律类4名，农林类1
名，公文写作类 (不限专业 )4
名。

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报
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纪守法；品行良好，事业心和
责任感较强；普通高校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身体
健康，年龄在30周岁以下。具有
5年以上相关职位工作经验、中
级以上职称或国家注册执业资

格者，年龄可放宽至32周岁。
应聘人员请将个人简历

(包括毕业学校、专业、工作经
历、获奖和考试认证、本人近
照、特长、家庭成员情况、联系
电话等)及其他有利于胜任工
作的证明材料，发送到邮箱
lcgxqzp@163 .com，报名截止日
期为12月17日。

根据报名情况进行初步筛
选，电话通知入围人员参加测
试。测试方式以笔试和面试为
主。测试内容主要是从事实际
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力。

根据测试成绩择优确定聘
用人选。本次聘用人员享受区
内同类在岗人员的工资福利待
遇，不纳入机关事业单位编制
管理。试用期为1年。

咨询电话：0635-8507125

聊聊城城市市属属事事业业单单位位
笔笔试试成成绩绩公公布布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者
刘云菲) 2014年聊城市市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成绩公
布，考生可查询，市中医医院针
灸推拿科岗位取消招聘计划。

根据规定，笔试成绩查询，
应聘人员可凭本人姓名和身份
证号登陆聊城人事考试网(网
址为：www.lcks.com.cn)查询本
人笔试成绩。笔试最低合格分
数线，为保证新进人员基本素
质，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管
机关根据岗位招聘计划和笔试
情况确定，2014年聊城市市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
试综合(A)、卫生(B)、教育(C)三
类最低合格分数线为：40分(含
40分)。面试人选从达到笔试合
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中，根据
招聘岗位和招聘人数由高分到

低分按规定的1：3比例依次确
定。笔试合格人数出现空缺的
岗位，取消招聘计划；达不到规
定招聘比例的，按实有合格人
数确定。

根据《2014年聊城市市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
章》规定，进入面试的人选名单
予以公布。根据工作安排，近期
将对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进行
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及注
意事项关注网站通知。根据笔
试成绩统计结果，市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科岗位笔试合格人数
出现空缺。按照《2014年聊城市
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简章》规定，对于笔试合格人
数出现空缺的市中医医院针灸
推拿科岗位取消招聘计划，现
予公布。

本报聊城12月8日讯(记者
谢晓丽) 8日，记者了解到，截至
目前，莘县已完成城镇化投资
91 . 5亿元，建成区面积新增4平方
公里，城镇人口新增8万人，城镇
化率达到40%。

今年以来，特别是全市东融西
借跨越赶超三年攻坚战第二战役
动员大会后，根据市委、市政府实
施“双百大城市”战略部署，莘县按
照“做大县城、做强乡镇、做好社
区”的工作思路，初步拉开了城市
建设框架，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在县城建设上，坚持就地就
近安置、回迁安置房与商业开发
标准相同、安置房优先建设和最
好的位置用于回迁安置四大原
则，大力推进安置房建设，改善居
住条件。通过实施道路畅通和供
排水管网、绿化、亮化全覆盖工
程，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城市功能。

在乡镇建设上，莘县实施了
小城镇开发改造工程。启动乡镇
驻地改造项目16个，新建住宅楼
70万平方米。实施基础设施完善
工程。各乡镇共铺设供排水管网
400公里，18个乡镇建设了群众休
闲广场，新修道路300公里。

在新农村建设上，以改善农
村居住环境为目标，以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总抓手，全
力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累计
启动农村新型社区56个，开工面
积400多万平方米，建设新居4万
多户。其中，今年新启动农村新型
社区项目14个，开工面积90万平
方米，建设新居8000多户。全县已
有3万户群众迁入新居，极大地改
善了群众的居住条件。

莘莘县县城城镇镇人人口口
新新增增88万万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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