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报排名

1 杨一冉 2105
2 王亚欣 1980
3 刘传肖 1670
4 许静雯 1040
5 田浩田 780
6 万浩然 670

7 张祥烁 550
8 郭正 520
9 孙振波 510

10 苗益萌 400

11 黄光星 370
11 刘若晨 370
13 付昊宇 365
14 王婧怡 320
15 貟若晴 310
16 韩铭哲 305
17 朱魏琪 290
17 朱学聪 290
19 闫承宇 285
20 田宝硕 270
21 田欣茹 260
22 胡艺菲 250
23 朱学涛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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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齐鲁银行杯营销秀的田欣茹从内向怯生到能大方与人交谈

学学着着大大胆胆，，自自立立中中点点滴滴成成长长

近日，记者了解到一家承
载新型运营模式，最大限度服
务农民的银行———“汇银粮食
银行”将落户聊城。

“汇银粮食银行”是借鉴银
行存储、信贷这一基本功能和
相关经营管理理念及运作方
式，为农民提供粮油存兑业务
的一个非独立服务机构。

农民把收获后的粮食存储到
开办“汇银粮食银行”业务的代储
点，粮食所有权归农户，农户根据
需要随时到“汇银粮食银行”服务
窗口兑换成品粮油或出售。

“汇银粮食银行”是运用现
代金融理念和信息技术对传统

“两代一换”(即代农储粮、代农
加工和品种兑换)粮食业务的
改造、创新、升级和规范，是为
农服务的新模式，是现代粮食

流通的新业态。按照“粮权在
农、管理在行、监督在局、效益
共享”的经营原则，农民将粮食
就近存入 “汇银粮食银行”收
购库点，“汇银粮食银行”按照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价格
折算成相应的成品粮油，记录
在农民的储粮存折上。具体操
作流程是：

流程一：确定价格。粮食价
格由粮食部门统一核定，并送
物价部门备案，一般每年核定
一次。汇银粮食银行根据国家
公布价格结合市场价格，给聊
城的父老乡亲一个公平公正合
理的价格。

流程二：存粮登记。农民自
愿将口粮存入“汇银粮食银行”
仓库”，汇银粮食银行”检验员按
照国家粮食质价规定检斤验质，

财务人员根据过磅单，在存折上
分别填写存入、兑换、等数据。

流程三：兑换代储。农民根
据需要，到“汇银粮食银行”服
务窗
口(即“放心粮油店”)凭存折提
取米面油，登记提取数量和结
存数量。

流程四：乡镇代储点根据
汇银粮食银行软件技术要求，
做好记录，汇总数据，填写好配
送单据，做好物资交接。

流程五：粮食银行总部根
据各乡镇代储点的配送单据以
及电脑数据，做好货物配送以
及储粮入库工作。

据悉，“汇银粮食银行”落
后聊城后，将成立乡镇营业部，
更好服务水城广大农村。

(王瑞超)

汇汇银银粮粮食食银银行行将将落落户户聊聊城城
种粮户储粮到银行可凭存折直接提取米面油 在当前大起大落的

市场中，华安基金念好保
本“紧箍咒”，公司即将发
行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
基金(001800)，在帮助投
资者保证本金安全的基
础上追求超额收益，是应
对当前“猴市”起落的有
效工具。

即将发行的华安新
乐享保本基金以三年为

一个保本周期，全额保
本，首发时的认购金额
(包括认购费用及募集期
间的利息收入在内)将得
到全额保障，若有亏损，
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差
额。特别提醒的是，投资
者只有在基金发行时认
购并持有到期，才可享
受保本承诺，因此有保
本需求的投资者最好在

认购期购买该产品。
除了一般的保本条

款外，华安新乐享保本
基金还将引入收益触发
机制，在保本周期内，一
旦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增长率连续15个工作日
达到或超过24%(非约定
收益)，将提前结束保本
周期，锁定收益、落袋为
安。

“猴市”上蹿下跳
华安基金念好保本“紧箍咒”

与股市的跌宕起伏
不同，7月债市整体表现
较为平缓，除可转债随
股市波动下跌外，其它
债券品种均出现小幅微
涨。华商基金表示，受风

险偏好回落，打新资金
回流影响，债市确实有
望迎来小牛行情。华商
信用增强债券基金拟任
基金经理刘晓晨表示，
在债券类产品中,信用债

具有相对高风险、高收
益的特征，收益持续高
于国债等利率债水平，
牛市中弹性更为明显，
更符合目前行情的配置
需求。

华商基金刘晓晨
债市小幅微涨 信用债优势显著

每天上班对着电脑工作、
下班对着电子屏幕娱乐。一天
至少有12个小时是对着电子
产品的，眼睛会受不了。于是
很多人就开始出现眼干、眼
涩、视力下降、视线模糊不清
等情况，聊城市光明眼科医院
专家为市民解答这些疑惑。

中医认为，肝主眼。肝虚
则容易出现视力模糊、夜盲或
迎风流泪，肝火旺则目赤。所
以，保护好视力，要首先养好
肝。中医常用的明目中药大致
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补虚
的,一种是清肝的。一、补虚：
1、枸杞子：味甘性平，平补肝

肾。中医常用它来治疗肝肾阴
亏、目眩、目昏多泪等症状。且
服用方便，可以入药、嚼服、泡
酒，但平日可用来泡茶最为实
用。不过枸杞属于外邪实热的
食材，脾虚有湿及腹泻者忌
用。2、菟丝子：味辛、甘，性微
温，有养肝明目之效。可与熟
地、车前子、枸杞子配伍，以滋
肾养肝明目。适用于阳虚、精
神不振之人，所以大便燥结的
人还是少食为好！3、女贞子：
味甘、苦，性凉。常用于肝肾阴
虚、眼目昏暗等症状。因其性
凉，所以脾胃虚寒泄泻及阳虚
者还是少食或不食为宜。二、

清肝：1、决明子：味苦、甘而性
凉。决明子可以和其他花草茶
搭配，具有不错的排毒排油腻
功效。能清热平肝、明目益睛，
适宜搭配枸杞子、菊花、荷叶、
玫瑰花。如果是泡茶选用炒熟
的决明子。由于决明子药性寒
凉，有泄泻和降血压的作用，
所以这道茶又有清热解毒的
功效。2、菊花：味甘、苦，性微
寒。可疏风、清热、明目、解毒。
其中菊花和枸杞可有明目的
功效，而雪梨又可清热降火，
所以很适合经常用眼的人饮
用。但如果是气虚胃寒的人应
注意减少饮用量。 (李林)

市光明眼科医院专家讲解护眼妙招

“这种3 .98万元的花
梨木18件套最受欢迎。”
昨天，在聊城兴华大酒店
首届东阳红木家具展上，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价格亲民品质高，许多市
民圆了“红木梦”。

陈先生对红木颇有
研究，他专程带着家人来
看雕饰。“红木家具除了
材质和造型，更在于雕刻
工艺。”上档次的红木家
具讲究“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的境界。本次展销
的红木家具引起陈先生
一家极大的兴趣，最终，
他挑中了一套酸枝木招
财进宝10件套沙发，“雕
花装饰极为精细繁美，力
度饱满内敛，初看惊艳，
细看回味无穷。”

聊城市民收藏红木
的情结不断升温，这次展
会的几件镇馆之宝引起
了不少人的浓厚兴趣：

展会现场身价最高

的是7件套老挝大红酸枝
木至尊龙椅宝座沙发，工
厂价368万元，是则成为
展会现场的“人气王”。龙
宝座沙发设计考究，制作
耗942工时，上雕刻有威
武龙腾，配以狮子滚绣
球，意生内圣外王之道，
以显示皇帝的尊贵和高
尚的地位。

而从展会上搬回家
最多的还是价格实惠的
家具套餐。

聊城兴华大酒店首届东阳红木家具展头3天

——— 3 . 98万元花梨木18件套被疯狂抢购

本报聊城8月11日讯 高高
的个子怯生生地站在路口小步
徘徊，目光闪躲话也不多，时不
时地问问行人需不需要报纸。与
周边蹦蹦跳跳卖报的小报童不
同，田欣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内向胆小，不好说话。

今年十一岁的田欣茹看起
来要比同龄的孩子大好多，背着
大大的书包安安静静地卖报纸，
不苟言笑，俨然一个大姐姐的模
样，但用她的话说就是“我只是
个子比较高性格又比较胆小而
已”。她说她知道自己比较内向
胆小，所以空闲时间就报名了

“金话筒”主持人的训练来锻炼
自己，练习大胆，当时知道这个

活动时就主动要求妈妈来给自
己报了名。

田欣茹说她坚持每天自己
一个人卖报纸，卖完然后再去上
课，实在卖不完就下午上完课再
卖，回家有时间的话再帮妈妈做
家务，日子虽然忙碌但很充实。
因为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什么都
要靠自己来亲身体验，学到的东
西得到的变化自然就多了。就像
她现在能够这样大方跟人交谈，
实际上已经进步很多了。“我真
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她兴
奋地说。

看着她小心翼翼却又自信
地询问路人，相信勇敢向前、乐
观向上的种子已慢慢发芽。

本报聊城8月11日讯 上午8
点多，浩田妈妈急着上班，就和
他约定好11点在金鼎路口见。满
头大汗的田浩田很兴奋地跟记
者聊卖报经历。

这是田浩田第一次参加营销
秀，平时都是订一二百份报纸，他
说，自己5点多起床，6点多就开始
卖报了，有时只卖一上午。订的最
多的就是260份，那天他卖到晚上7
点才卖完。不像其他小报童，刚开
始卖报的田浩田就很活泼，主动
卖报。遭到别人拒绝后，他说：“世
界那么大，不可能每个人都买
报。”就是抱着这样乐观的心态，
田浩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卖报经
验，甚至还和路人开起玩笑，把他
们逗乐了，向他们推销报纸，“诱
惑”路人买报。

虽然顶着大太阳，流着满头
大汗，但是“谢谢”、“阿姨再见”
这些礼貌用语，田浩田一个也不
少。不止这样，田浩田还是一个
懂事的孩子，他打算把卖报纸的
钱，全部交餐费，减轻妈妈的负
担。

浩田妈妈说：“由于我们是
单亲家庭，浩田一直跟着我生
活，有很多事情，是做妈妈的无
法给予的，教不了的，那么就让
他去生活中体验。”没来参加活
动之前，田浩田的决心就很大，
浩田妈妈问他，会不会中途放
弃，会不会怕热怕苦，这些都被
田浩田否决了。现在他不仅坚持
下来了，还取得了不错的卖报成
绩。在活动剩下的这几天，浩田
妈妈也打算先把工作放一放，带
领儿子冲刺一下，争取更不错的
成绩。

小报童田浩田

妈妈放下工作带着儿子冲刺

小报童田浩田向路人销售报纸。

小报童田欣茹在路口卖报。

微信排名(截止到11日10时)
排名 姓名 票数
1 杨一冉 2770
2 贾睿喆 2215
3 张祥烁 1805
4 田浩田 1582
5 刘一诺 1566
6 韩明泽 1432
7 刘若晨 1343
8 李佳怡 1260
9 貟若晴 1067
10 付昊宇 830
11 丁玮业 787
12 王婧怡 706
13 万浩然 704
14 闫承宇 596
15 侯万丰 551
16 侯荣靖 550
17 赵英博 511
18 孙振波 486
19 陈志硕 460
20 胡艺霏 427
21 朱学聪 409
22 郭昭阳 342
23 苗益萌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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