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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11月以来开始发售
的基金中，偏股方向基金合计共
有38只，占比超过了66%。而这38
只基金中，灵活配置类产品就达
到32只，成为偏股型基金乃至整基
金发行市场的主力。以正在发行
的金鹰改革红利混合基金为例，

该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
例为0%-95%。据悉，该基金重点聚
焦 改 革 转 型 中 的 确 定 性 投 资 机
会，并将于11月27日结束募集，在
此之前，投资者仍可通过浦发银
行等代销机构以及金鹰基金各直
销中心认购。

灵活配置基金成发行新宠

金鹰改革红利11月27日结束募集

近期大盘指数在上升中步履
蹒跚，反观中小盘，却在震荡趋势
中保持活跃状态，成为这轮反弹
行情的中的主战场。不过，新华基
金明星基金经理李会忠表示，目
前中小盘个股投资业绩悬殊，需
精选有业绩支撑，安全边际较高

的个股。据悉，由李会忠担任拟任
基金经理的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
置混合基金正在发行中，该基金
主要投资于价值相对低估但具有
良好成长性的中小市值股票，这
种定位明确的中小盘价值股投资
基金具有独特的优势。

新华基金李会忠

精选有业绩支撑的中小盘优质个股

春运火车票今起开售

两两个个新新变变化化务务工工人人员员购购票票更更便便捷捷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
美) 记者从聊城火车站获悉，
根据铁路总公司安排，2016年
春运火车票从本周四开始发
售，务工人员个人也可到车站
窗口提报购买增开旅客列车车
票的需求。

据了解，互联网、手机客户
端、电话等三种渠道的预售期
为60天；车站窗口、代售点、自
动售票机等渠道的预售期为58
天；春运增开旅客列车的火车
票自12月16日起开始发售，预
售期为40天。

记者了解到，春运期间，铁
路总公司将每天安排开行旅客
列车3488对，比2015年春运增长
14 .5%。其中图定旅客列车3048
对，增开旅客列车440对。11月
26日起，旅客可订购2016年春
运图定旅客列车火车票。

此外，在继续坚持往年对
务工人员发售团体票的同时，
针对零散的务工人员不好组

团、部分务工人员返乡日期不
好确定的实际情况，2016年春
运，铁路部门对务工人员购票
推行新的服务举措。

一方面打破车站专窗只能
受理5人以上务工团体票的限
制，务工人员个人也可到车站
窗口提报购买增开旅客列车车
票的需求，铁路部门将根据需
求提报情况安排运能，满足务
工人员的购票需求；另一方面，
将临时增开客车的预售期缩短
为40天，并且根据需求可以安
排继续增开列车。

另外，为了保障学生顺利
返乡、返校，铁路部门进一步加
强对学生票的各项服务。经从
教育部门了解，2016年春运学
生集中乘车时间为2016年1月
10日至2月29日。铁路部门在此
期间采取提前预售学生票和预
留学生票额的方式。

为营造良好的购票环境，
2016年春运，铁路部门将进一
步严格售票管理，加大打击倒

票力度，在强化实名制售票，
加强进站查验，切实做到票、
证、人相一致的同时，铁路公
安部门将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倒票行为。另外将加
大对火车票代售点的监督检
查力度，严肃查处代售点违规
收费、抢票、囤票、倒卖车票等

行为。
铁路部门强调，对违反售

票纪律的铁路职工，一律调离
工作岗位，对涉嫌倒卖车票
的，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对因
管理不善或者失职，造成本单
位发生倒卖车票问题的，按照
有关规定追究管理干部责任。

往年春运期间聊城火车站售票厅内排队购票的旅客。(资料片)

记者 杨淑君 摄

头条相关

务工人员、学生均可

通过这三种渠道购票

记者了解到，务工人员、学生
可分别通过以下渠道购票。

其中，务工人员可通过以下
三种方式购票：

1 .按照统一的预售期购买图
定或增开旅客列车的车票。

2 .可通过所在企业办理增开
旅客列车的团体车票预订。11月
26日至12月5日，用工企业可到铁
路车站专用窗口申请团体购票资
质审核；12月6日至12月12日，用
工企业可通过互联网提交团体往
返购票需求。

3 . 12月6日至12月12日，零散
的务工人员可通过车站专窗，提
交增开旅客列车购票需求。12月
13日至12月15日，铁路部门将告
知用工企业和务工人员购票需求
满足情况及取票时间，避免旅客
到窗口重复排队购票。

学生旅客可通过以下三种渠
道购票，

1 .按照上述统一的预售期购
买图定或增开旅客列车的车票。

2 . 11月26日至12月5日，可通
过学校有关部门在互联网集中办
理学生团体往返票。

3 .从12月11日起，没有参加院
校统一办票的学生，可通过互联
网、手机客户端、电话、车站窗口、
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等各个渠道，
购买1月10日至2月29日间的学生
往返票。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玉美

开发区改革食品流通和餐饮许可登记制度

食食品品流流通通和和餐餐饮饮许许可可““二二合合一一””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记

者 焦守广) 记者从开发区
市场监管局获悉，继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三证合一”后，开发区对
食品流通许可证和餐饮服务
许可证也“合二为一”办理。

近日，聊城开发区政务服
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前，聊
城某有限公司的刘女士高兴
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了《食
品经营许可证》，这意味着她

的企业顺利取得了食品经营
的许可，而不用分别申请食品
流通和餐饮许可，从申请到领
证仅仅过了2个工作日。这也
是继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后，开发区实施的食品流通和
餐饮许可登记制度的又一重
大改革。

按照新颁布的《食品安全
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规定，自11月1日起，食品

流通许可证和餐饮服务许可
证“合二为一”。新颁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除了样式的变
化外，对经营项目进行了明
确，一目了然。还增添了主体
业态、日常监管人员和签发人
等内容。在新证上面还特别设
置了一个二维码，只需用手机
扫码，登记的所有信息都能准
确地查询到。

据介绍，《食品经营许可
证》不仅是“两证合一”，而是

“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
许可”两个事项及《餐饮服务
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
的“二事二证合一”。合并后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是将原有
的两个服务事项合并为一个
事项办理，而原有的《餐饮服
务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
证》不再发放，办事群众也不
再报送两套材料跑两趟路，这
也是开发区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中的重要举措。

聊城市发布2016年市级重点监督抽检名单

一一批批学学校校食食堂堂列列入入重重点点监监管管范范围围
本报聊城11月25日讯 (记

者 焦守广) 25日，市食药监
局对外公布2016年市级重点监
督抽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名
单，其中重点监督对象包括亿
沣超市、江北水城酿酒厂以及
聊城一中、文轩中学等多所学
校食堂。

名单显示，聊城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确定了社
会关注度高、日常消费量大的
37家学校食堂、22家商场超市、
9个农贸市场、46家食品生产加
工企业。目的是为了落实《山东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食品安全抽检及信息
发布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大
食品安全抽检力度，合理划分
省、市、县三级抽检检验重点。

重点抽检学校食堂：聊城
一中、文轩中学、聊城市外国语
学校、水城中学、聊城四中、东
方双语小学、聊城实验中学、聊
城六中、聊城三中、聊城高级财
经学院、聊城市技师学院、茌平
一中、茌平三中、东阿一中、东
阿四中、高唐一中、高唐二中、
临清二中、临清市第三高级中

学、莘县二中、莘县实验初级中
学、阳谷一中、阳谷二中、冠县
武训高中、冠县实验中学等。

重点抽检商场超市：聊城
亿沣超市、华盛超市、临清市商
博瑞百货有限公司、冠县喜乐
佳购物广场、冠县万德福量贩、
莘县成和商厦、阳谷盛客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阳谷凤祥超市
西湖店、东阿大喜润超市、上海
佳乐超市、高唐中魁超市、茌平
鑫利超市等。

重点抽检农贸市场：湖西
农贸市场、临清桑树园农贸市

场、冠县绿色庄园蔬菜综合超
市冠宜春路店、莘县中心市场、
阳谷南街蔬菜市场、东阿府前
街农贸市场、茌平县振兴办事
处西关农贸市场、聊城高新区
九州农贸市场、聊城市开发区
明竹农贸有限公司。

重点抽检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聊城市江北水城酿酒厂、
东阿县御膳堂阿胶制品有限
公司、莘县恒山纯净水厂、茌
平县九天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维尔康三阳食品有限公
司等。

冠县整改80余处

餐饮油烟污染

为进一步改善县城区空气环
境质量，打造健康干净的生活环
境，冠县环保局精心组织和周密
部署，对县城区内餐饮油烟污染
进行综合治理。

冠县环保局集中力量对县城
区产生油烟、异味的饮食服务、食
品加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了摸底
排查并登记造册，明确责任人和
整改时限。执法队员按照辖区范
围，深入445家门店，进行耐心宣
传沟通，并逐户下发《关于加强饮
食服务业油烟、异味治理的通
知》，要求各餐饮经营业主不得将
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染、异味油烟
直接排放到室外。对产生油烟、异
味的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监督安装
油烟、异味净化装置，以实现达标
排放。连日来，对产生油烟、异味
的餐饮场所已摸底排查完毕，对
80余处不合格场所进行了监督整
改，油烟、异味污染得到有效治
理。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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