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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基金近日发布公告显示，
为方便投资者投资其旗下管理的
开放式基金，华商基金自2014年12
月30日起与京东第三方电子商务
平台合作，在京东电商平台(http:/

/jr.jd.com/)开通华商基金京东直
营店网上基金直销业务。

根据银河证券的数据统计，
截至2014年12月26日，其旗下主动
型权益类产品年内收益多数在

20%以上，其中两只股票型基
金——— 华商主题精选和华商价值
精选今年以来收益率为54 . 75%
和45 . 21%，分别在355只同类可
比产品中名列第12位和35位。

华商基金京东直营店正式上线

最具互联网基因的天弘基
金新年开出大招，据了解，天弘
基金淘宝店将于2015年初正式
上线，首期主打权益类产品，余
额宝团队打造的又一力作———

“容易宝”指数系列也将在淘宝
店发售。

天弘基金淘宝官方店首页
主题为“天弘基金淘宝店，好的不
止余额宝”。天弘基金“爆款店”首

推“三大神器”，分别是“挖掘神
器”天弘永定、“养老神器”天弘安
康养老、“炒股神器”容易宝，神秘
的“容易宝”指数系列也将在淘宝
店上线后择机发售。

天弘基金淘宝“爆款店”新年上线，首期主打“三大神器”

信诚薪金宝倍受欢迎，规模与客户数领衔“四宝”

作为开启“货基3 . 0时代”
的领航者，中信薪金煲推出半
年多来，随着客户数和持有基
金份额的急速膨胀，越“煲”越
热。据了解，自5月份中信薪金
煲对接的第一只薪金宝——— 信
诚薪金宝货币基金上线以来，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信薪金
煲的签约客户数已经接近80万
户。与此同时，与中信薪金煲对
接的四只“宝宝”基金，总规模
超过200亿。

值得注意的是，接入中信
薪金煲的四家基金公司中，信
诚基金凭借稳健的收益和优质
的服务，从另外三家基金巨头
中脱颖而出，其旗下的信诚薪
金宝成为薪金煲旗下倍受欢迎
的“宝宝”基金。数据显示，截至
2014年12月31日，信诚基金、嘉
实基金、华夏基金和南方基金
四只薪金宝的总签约客户数分
别约为31万户、26万户、17万户
和7万户。

笔者因为研究一个关于儿
童学习方面的课题而走访了不
少孩子家长，一部分家长给孩子
布置的一项特殊家庭作业引起
笔者的兴趣--儿童注意力训练。
据家长反映，早些时候孩子学习
成绩很差，表现让家长很头疼，
在家做作业粗心马虎，满书桌杂
乱无章，不是橡皮找不到了就是

铅笔丢了，做事丢三落四拖拖拉
拉。小脾气很大，动不动就着急，
和小朋友打架夺东西，简直成小
霸王了！老师也反映孩子上课时
东张西望，小动作很多。明明会
做的题就是答错，孩子很聪明但
表现糟糕。

而现在孩子就像换了一个
人似的，在家生活自觉了，在学

校老实守规矩了。学习成绩也上
去了，最近几次数学都能考满分
了！孩子变化这么大就是给孩子
做了一件事——— 进行注意力家
庭式训练。笔者了解到儿童注意
力有四品质，稳定性、转移性、分
配性和广度性，任何品质出现异
常都会造成孩子注意力不集中，
有的孩子甚至多项品质出现异

常，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症，俗
称多动症。孩子一旦患有注意
力缺陷症，不但影响学习还会
造成生活障碍。

笔者通过家庭访问，意识
到很多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
原因是家长没有找到问题所
在，更不能埋怨孩子不努力！

笔者经过多天的查阅资料

并且咨询相关专家了解到，注
意力不集中是造成孩子“高智
商、低分数”的罪魁祸首，孩子
注意力差就无从谈起学习能
力！孩子的注意力水平高，就能
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学习效
率就会高，学习成绩自然会好！
如果有需求可以专业咨询0635-
8265809。

儿儿童童注注意意力力不不集集中中要要早早治治

本报联合春雨面向社会征集贫困生线索及爱心团体和个人赞助

企企业业赞赞助助万万元元以以上上将将获获爱爱心心奖奖牌牌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凌文秀) “孩子在读初一，爸妈
都患有癌症，还有一位姐姐在
读大学，实在可怜！”自本报联
合春雨助学协会面向社会征集
贫困生线索以来，众多市民将
身边贫困孩子的信息搜集来告
知。11日，年会和微电影《涌泉》
首映式将在昌润大酒店举行，
对参与活动赞助5000元以上的
个人，10000元以上的单位，将在
年会上发放由市民政局和春雨
联合颁发的爱心奖牌。

11日，年会和微电影《涌
泉》首映式将举行，包括年度工
作报告、为先进单位和个人颁
奖、为社会突出团体和个人颁
奖等环节，另外联谊会上，还有
与会人员聚餐交流，文艺表演、
现场抽奖、礼品派送等环节。

活动面向社会广泛征集爱
心团体和个人参与赞助。对参与
活动赞助5000以上的个人，10000
以上的单位，将在年会上发放由
市民政局和春雨联合颁发的爱
心奖牌；对捐献物品(字画)达到

以上数额要求的，同样发放爱心
奖牌；对捐款5000以上的单位并
冠以活动协办单位。

目前，已有大量爱心企业
捐助物品义卖，或直接捐助现
金，也有书法家们精心准备的
大量精品作品义卖。

今年捐助贫困生数量计划
为500名，除了往年资助的孩子
持续资助外，还将扩大贫困生
赞助范围。同时，今年继续通过
微电影打造水城公益品牌，扩
大活动社会影响力，力求能捐

助更多贫困学子。对于贫困孩
子,本报将和聊城市春雨助学协
会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到孩
子家中、学校查看具体情况,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对孩子进
行捐助。本次活动的捐助标准
是 ,小学、初中生每人每年400
元；高中生每人每年2000元。

目前，本报联合春雨助学
协会面向全市征集贫困学生线
索,要求学生家庭贫困、成绩优
异,欢迎市民提供优秀贫困孩子
的信息,电话:8451234。

交交通通信信号号灯灯出出故故障障路路口口乱乱作作一一团团
本报聊城1月7日讯(记者

张召旭) 7日中午，由于路口红
绿灯出现故障，城区振兴路与
花园路路口乱成一团。

7日中午12点左右，正好是
市民下班时间，再加上附近学
校学生放学，在振兴路与花园
路路口，鸣笛声响成一片，路口
交通状况十分混乱。记者注意
到，该路口交通信号灯突然出
现故障，路口4个信号灯全部显
示红灯，一开始没有私家车穿
越路口，但随后很多后面的司
机开始不断鸣笛，一时间路口
四个方向的车辆都试图通过路
口。

由于没有信号灯指示，南
北和东西方向的机动车和行人
几乎谁也不让谁，有空子就往
前开，还有很多骑电动车的市
民穿插其中，结果车辆都堵在
一起，以至于整个路口交通几
近瘫痪。

记者在路口注意到，四个
信号灯集体亮红灯没多久就集
体熄灭，但路口已停了很多私
家车，还有部分公交车。四五分

钟后信号灯恢复正常，但路口
已堵了很多车辆。

一位私家车车主介绍，该

路口红绿灯经常失灵，昨天还
出现了故障，只不过当时没处
于交通高峰，路口秩序还算井

然。红绿灯恢复正常后十多分
钟，该路口交通秩序才恢复正
常。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范丽玥 )

本想去KTV唱歌迎接元旦，
不料和人发生争执，最后大打
出手。2014年12月31日，一名男
子在开发区一KTV唱歌时被
打死。

7日，开发区警方通报了成
功告破案件的案情：2014年12月

31日下午，开发区刑警大队接
报案称，在开发区某KTV发生
一起打架斗殴事件，打架双方
其中一名男子被酒瓶玻璃划破
动脉，送到脑科医院抢救。办案
民警立即赶到事发KTV包房，
经调查，确定犯罪嫌疑人孙某。

记者了解到，死亡的男子
只有26岁，2014年12月31日下

午，他与朋友来到开发区一家
KTV唱歌，在KTV内与人争
执，引发惨剧。出事前争执的
双方都喝了酒。

事发当晚22时，刑警大队
民警到犯罪嫌疑人孙某家中，
将正在休息的孙某抓获。经审
讯，当日下午，孙某与几名朋
友在KTV唱歌时，因与他人发

生口角，双方发生打斗，打斗
过程中，孙某用破碎酒瓶将一
名男子的颈部划伤，致使该男
子失血过多，随后急救车将男
子送往脑科医院，遗憾的是男
子抢救无效身亡。

目前，犯罪嫌疑人孙某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当中。

KKTTVV唱唱歌歌起起争争执执，，一一人人竟竟被被打打死死
开发区警方通报案情：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

7日中午12点左右，振兴路与花园路信号灯故障导致交通一片混乱。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她她们们滞滞留留救救助助站站

半半年年找找不不到到家家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刘云菲 ) 两名流浪者在莘县救
助管理站滞留半年多，她们精神
有些问题，说不清家庭住址，有线
索的市民可与莘县救助管理站联
系，电话：0635—7998786。

其中一位老人，八十岁左右，
身高1 . 68米。工作人员介绍，她是
2014年6月份左右由民警送到救
助站的，还骑了一辆改装的红色
三轮车，来时穿着很利索，“长脸，
稍微有些精神疾病，不能正常表
达自己及家人信息。”还有一位女
性，45岁左右，身高1 . 65米，也有
些精神疾病，“园脸，也是被民警
送过来的，不能说出家庭住址。”

救助站工作人员说，她们滞
留半年多，根据口音断定是聊城
本地人，希望有线索的市民积极
与救助站联系，帮助她们找到家。

滞留的老人滞留的中年女性

本报聊城1月7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傅小涵) 2014

年聊城红十字会通过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国家彩票公益金“小天使
基金”、“天使阳光基金”两个救助
项目，救助34名白血病和3名先心
病患儿，资助资金共计108万元。

据了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设立天使基金公益项目，专项救
助我国贫困家庭白血病和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凡14周岁以下、家庭
经济贫困的白血病儿童，均可向

“小天使基金”提出资助申请。同
时，14周岁以下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的贫困儿童可向“天使阳光”基
金提出申请。具体救助标准为，白
血病进行化疗的每人救助3万元，
进行骨髓移植的每人救助5万元，
先天性心脏病根据手术费用，每
人最高可获得2万元。

符合申请条件的，可随时登
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网站或到聊
城市红十字会咨询。红十字会将
逐级上报审批争取援助资金，对
聊城市贫困的白血病和先心病患
儿家庭进行救助。

救救助助患患儿儿发发放放
资资助助金金110088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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