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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够级级论论英英雄雄 全全民民总总动动员员
齐鲁银行杯(聊城)够级大赛报名截止到4月9日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者
郭庆文) 连日来，由齐鲁银

行聊城分行冠名，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振华购物中心主办的
够级大赛报名火爆。够级大奖
赛报名日期截止到4月9日，全
民打够级，看万元大奖花落谁
家，请抓紧报名吧，咨询电话
8277092。

大赛将在开发区振华购物
中心举行，预赛时间为4月12日，
决赛时间为4月19日。本次大赛
奖金额度高、发奖范围广，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够级大赛属于团
体比赛,必须6人一队方可参赛。

大奖赛的冠军队、亚军队、季军
队将分别获得6000元、3000元、
1000元现金大奖，4—10名次的
参赛队,将获价值不等的礼品。
由于现金数额较大,必须由全体
队员持参赛表、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一起签字领取。

根据大赛组织办法及竞赛
规则 ,组委会将派出经过培训
的裁判到现场指导、裁定,负责
裁判工作 ,比赛过程中发生赛
务纠纷和舞弊现象,全权由裁
判负责协调。如在比赛现场发
现对手明显违规 ,应第一时间
向裁判报告 ,由裁判根据规则

进行判定或处罚。
根据规则 ,每局比赛的头

科至六科分别得7、5、4、3、2、1
分 ,六人得分总和为全队总得
分,得分多者为胜方。如果在预
赛淘汰赛阶段出现平局,则由
现场裁判组织加赛,如继续连
平三局 ,由裁判组织双方领队
以抽签方式决出胜负。

大奖赛决赛在聊城开发区
振华购物中心举行,如晋级决
赛队不能及时参加视为弃权,
取消该队奖金。如果晋级决赛
的参赛队有3人以下(含3人)的
队员因故不能参加比赛,经参

赛队全体队员6人一致授权,可
另行组织其他人替补参赛,有
关授权证明及替补参赛人员的
真实资料须提前上交组委会审
核批准。

报名地点为 :聊城市兴华
西路93号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
辑部，请领队携所有参赛队员
的身份证或复印件前来报名，
并交纳保证金50元，预赛当天
(4月12日)予以退还，报名截止
到4月9日下午。

咨询电话:0635-8277092(报
名时间为周日下午到周五上
午)。

四家企业签约

“好品山东”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经信委
获悉，为推动聊城地方经济快速
发展，加快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引导企业利用“好品山
东”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好品山
东”聊城签约会在聊城汇通智慧
大厦成功召开。

据悉，本次会议由聊城市经
信委对外合作与交流科与山东

“好品山东”平台共同组织召开，
各县(市、区)经信局分管领导、全
市6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市
经信委副主任何顺刚出席会议并
致辞。

会上，“好品山东”公司对平
台的使用和推广进行了细致讲
解，并与高唐县潘家肉制品有限
公司等四家优秀企业进行了现场
签约。

记者了解到，“好品山东”网
络营销管理服务平台于2013年9

月27日正式启动。“好品山东”是
全省经信系统开展网络营销的综
合服务平台，是国内首家第四方
应用服务平台和最大的地域性名
优产品网站，服务宗旨为“三服
务、两培育”，即：服务于企业、服
务于市场、服务于消费者，培育山
东品牌、培育网络营销新型业态，
帮助全省企业大力开拓国内外市
场。

此次签约会得到全市众多企
业的积极参与，激发了企业的签
约热情，为打造聊城特色产品地
理标志，推动全市电子商务快速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财政部门
获悉，东阿县财政出台系列政策，
奖励优秀人才，并为他们发放“红
包”奖励。

据悉，近日，东阿县首届“杰
出人才”评出，在三年保证期内，
他们每人每年将获得县政府杰出
人才津贴5000元，并享受常规免
费体检、优先照顾子女入公办学
校等系列优惠政策，同时鼓励杰
出人才参与评选更高层次人才称
号，对获得国家、省、市人才称号
的，最高给予2万元奖励。

记者了解到，东阿县积极开
展校地合作，并促成企业与高校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制定专项奖
励政策，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
高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
元；对专利权人每项授权发明专
利奖励5000元。并在全县召开科
学发展综合表彰大会，对科技创
新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在
全县形成了重视科技创新、重视
人才的浓厚氛围。

为更好实施人才强县战略，
大力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该县创建了"人才工作网格化"服
务机制，为重点项目引进优秀专
家，为高层次人才选项目、办贷款
提供便捷服务。同时进一步优化
人才政策软环境，组织部门牵头，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积极
配合，为高层次人才提供“菜单
式 "、“差异化"服务，给予高层次
人才创业启动资金、场地补助、易
地安家补助、工作津贴、子女入学
照顾等人才激励政策，完善财政
贴息、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扶持
政策，还把"科技和人才工作"纳
入全县综合考核，调整完善了奖
励办法，分科技进步奖、科技创新
型企业、先进个人三个层次进行
奖励，并通过专利转让、技术入
股、联合开发等方式，激发高层次
人才的创新创业热情，加快科研
成果的产业化速度。

东阿财政发“红包”

给优秀人才

《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明年实施

““千千足足金金””称称谓谓将将成成为为历历史史

春节前夕，国家标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公 布
GB11887-2012《首饰贵金
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
法》第1号修改单，2016年
5月4日起实施，今后即使
是纯度999 . 0‰的金饰，
也只能标注为足金，也就
是说，从明年开始千足金
这个称号将成为历史。

“千足”纯度取消

国家标准委以2015年第5
号文发布，批准了GB11887-
2012《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
定及命名办法》第1号修改单：
明年起，包括金及其合金、铂及
其合金、钯及其合金、银及其合
金，其纯度哪怕达到999‰，其
最高纯度也只能称为“足(金、
铂、钯、银)”，其贵金属含量不
低于990‰。

1989年，国标GB11887-
1989《贵金属首饰纯度命名方
法》制定，填补了国内首饰行业
尚无相关标准的空白，也成为
我国首饰行业唯一的一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在2000年版本国
标之前，我国对黄金首饰纯度
最高命名为“足金”，即金含量
不低于990‰；2000年国标修
订，正式新增确定含金量不低
于999 .0‰(下称999，其它与此
类同)的首饰称为千足金。

记者了解到，该标准有15

个月的过渡期，即2016年5月4
日实施。在过渡期内，符合原标
准相应条款或新标准要求的产
品均允许销售。之所以调整国
标，是因为黄金较软，没有焊点
连接起来容易断，成色越高，款
式越少。

千足金仍是市场主力

明年起，千足金将成为历
史，不过最近记者走访城区多
家卖场黄金专柜了解到，尽管
新标准明确表示要取消千足金
称谓，但目前千足金饰品仍是
疙瘩黄金品牌的销售主力。“一
般来说，像指环、转运珠、吊坠
之类的饰品都是千足金，店里
也有足金在售，不过多是些款
式比较时尚的首饰，这些首饰
之所以纯度不够，主要是因为
有焊点，所以达不到千足金的
标准。”城区一家金店工作人员
介绍，眼下市民还是喜欢购买
千足金。

长期以来，千足金都是消

费者购金的重要“纯度”标准。
城区一家金店工作人员介绍，
店内大部分的首饰都是千足
金，足金只占一部分，黄金饰品
纯度能达到999‰，满足了消费
者对黄金饰品高纯度的心理需
求。

“我购买黄金，最在意的就
是纯度，宁可多花点钱，也更喜
欢购买纯度更高的黄金。”市民
王女士说，同样两款黄金首饰
摆在面前，她肯定会选择“千足
金”。

纯度差别不大

价格只差一元

记者走访城区一些卖场了
解到，足金与千足金的价格每
克仅相差1元钱，也就是说，千
足金每克只比足金贵1元。城区
一家金店工作人员介绍，千足
金首饰含金量不小于99 .9%，
也就是俗称的“999”，足金含
金量则不小于99 .0%，其实两

者的纯度差别很小，对于消
费者来说影响并不大。

业内人士介绍，黄金纯
度越高，质地就越软，越不容
易做出时尚、复杂的款式，只
有在首饰连接点加入焊料才
能完成，但这就会降低金纯
度。也就是说，款式十分复杂
的黄金首饰一般都是足金。
2013年央视3·15晚会，曾曝光
了国内多个品牌“千足金”饰
品掺假的消息，在行业内引
起轩然大波。之所以出现这
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是因
为 消 费 者 很 难 通 过 肉 眼 观
察、用手掂量等方法来确定
金饰的纯度。

据介绍，消费者如果购
买 黄 金 制 品 是 为 了 储 存 投
资，最好不要购买黄金首饰，
而应该选择投资金条。如果
用于佩戴，购买足金首饰即
可，可根据用途选择品种，能
节省不少钱。而且不管是足
金还是千足金，首饰回收都只
能按足金计价。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阳磊) 3

月24日，聊城邮政公司做客由
聊城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
室和聊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
办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聊城
邮政公司总经理王开峰带领相
关部门责任人在政风行风热线
直播间与广大客户进行交流和
沟通，认真了解和解决群众关
心的问题，得到观众和听众的
一致好评。

聊城邮政高度重视并积极
参与上线工作，将行风热线作
为检验自身工作成果的重要阵
地，作为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

的重要抓手。在热线采访中，市
公司王开峰总经理指出，2014
年在聊城邮政在市委、市政府
和省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市
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面
转型促发展，服务地方尽责任，
狠抓管理提水平，打造队伍增
动力，关爱员工促和谐。在企业
发展方面，全年完成业务收入
4 .54 亿元，列全省第2位，全
年新增金融资产总量53亿元，
完成计划进度列全省第1位。在
服务三农方面，市公司持续深
化“邮政万亩示范田+鸿雁合
作社+一体化服务”新模式，累
计创建万亩示范田200万亩，

合作社社员达到29 .1万户，在
市农委、市农机局的指导下，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种
肥同播、缓控释、深耕深松”等
新技术，还与各大医院联合为
1 .2万余名合作社社员进行健
康查体，为全市服务三农工作
做出较大贡献。在服务民生方
面，全市共建成5621处便民服
务站，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全
覆盖，让村民足不出村就享受
到了一站式服务。

在2015年会重点做好三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中之重
地抓好服务三农工作。着力打
造200万亩邮政示范田，在每

个乡镇重点打造5个精品示范
村，加快推广“七统一”服务模
式，持续不断地开展送科技、
送文化、送健康下乡活动，确
保农业增产增收。二是下最大
魄力抓好农村电商工作，积极
做大做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
品进城工作，力争成为商家受
益、群众便利、农民增收、多方
共赢的一项民心工程。三是利
用邮政的数据库商业信函、各
种期刊杂志、所有营业网点内
的电视媒体、报刊亭等资源，
帮助广大中小微企业扩大宣
传，提升知名度，实现快发展。

聊城邮政公司王开峰总经理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间

今今年年将将着着力力打打造造220000万万亩亩邮邮政政示示范范田田

本报记者 张召旭

眼下千足金和足金每克相
差仅一元钱。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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