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课外阅读走出校园，搭建家庭教育沟通平台

““聊聊城城书书香香苑苑””受受众众多多学学校校追追捧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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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泰达宏利基金
公司旗下首只大数据产品———
泰达宏利同顺大数据量化优选
基金已于 11月 18日获批，并将
于近期正式发行。泰达宏利基

金表示，该基金的大数据由同
花顺提供，将成为国内首只与
大型网上证券交易系统供应商
深度合作的基金产品。作为专
业的投资机构，泰达宏利尤为

关 注 大 数 据 在 投 资 领 域 的 应
用，泰达宏利分析指出，大数据
是利用海量的数据去分析大众
的过往行为，从中发现有价值
的规律。

泰达宏利携手同花顺 大数据投资即将进入井喷时代

随着股市进入一个震荡周
期，资产配置对于投资者来说
显得日益重要。保本基金凭借
其投资本源———“保障本金安
全”这一核心属性异军突起，下

半 年 以 来 受 到 投 资 者 持 续 追
捧。据悉，在已发 3只保本产品
的基础上，中海基金于12月7日
至25日再推新品——— 中海顺鑫
保本混合基金，为广大投资者

提供又一低风险的稳健理财选
择，有望引领新一轮认购热潮。
在发行期间，投资者可通过平
安银行、中海基金官网及直销
中心等渠道购买。

中海顺鑫保本12月7日起公开发售

我国能源互联网的大框架下
蕴含了万亿级别的市场空间，将
是十三五期间一大重要改革看
点，其投资机遇可体现于储能、分
布式能量管理、互联网售电、可再
生能源、特高压、充电设施、智能
仪表以及相关金融平台等领域。
作为投资能源互联网标的，中证

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由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于今年6月11日发布，为
能源互联网的投资提供了指标性
的分析工具和投资标的。

长信基金站在市场前沿，前
瞻性地布局能源互联网产业，将
于12月8日发行长信中证能源互
联 网 指 数 (L OF )，基 金 代 码 为

501002，该基金以中证能源互联
网主题指数为跟踪标的，采用指
数化投资操作方式，按照成分股
在指数基准权重构建指数化投资
组合，并于上交所上市交易，投资
者可通过国泰君安证券、长江证
券、长信基金直销平台等渠道认
购。

长信能源互联 引爆今冬热火

买债基，一年收益居然高达
39%！银河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
信诚岁岁添金去年12月13日封闭至
今，不到一年(一个封闭期)的时间，
净值增长率高达38.95%。可见，选择
一只可靠的债基是多么重要。

记者了解到，信诚岁岁添金即
将结束为期一年的封闭运作，将于
2015年12月11日打开申购。

信诚岁岁添金是信诚添金分

级基金的高杠杆部分，银河证券基
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自2012年12
月成立以来，岁岁添金中长期业绩
始终位列同类产品前三甲。截止今
年11月27日，该基金今年以来净值
增长率达19.13%，在所有可比的分
级债基B类份额中高居第3位；其
过 去 一 年 、过 去 两 年 则 凭 借
38.26%、77.79%的净值增长率位列
同类可比产品的第1、第2名。

过去一年收益近40%
信诚岁岁添金12月11日限时申购1天

十倍股(Tenbagger)，这是一个
华尔街的行话，就是现在股价涨到
了当初股价的十倍。对于普通投资
者而言，如果换个方式，选择业绩
持续稳健向上的长跑基金，淘到一
只十年十倍的基金，同样能赚得盆
满钵满。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日，
同时成立于2005年的华夏红利和华
夏收入，复权单位净值都超过了10，
分别达到10.28和10.27，成为名符其
实的十年十倍基金。

那么，十年十倍的基金如何寻找
呢？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日，
市场上各类公募基金已经超过4000
只，其中现有运作期限超过10年的
基金共有274只。所有基金中，复权
单位净值在10以上的基金只有12
只，这12只十倍基金中，其中华夏基
金就占到了三席，在所有基金公司
中占比最多。华夏大盘精选成立于
2004年，比华夏红利和华夏收入早
一年成立，它的复权单位净值高达
19.40，在所有基金中排名第一。

十年十倍 12只基金华夏占三席

本报聊城12月6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王
文增 ) 11月25日至11月27
日，2015年山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液压与
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赛项
在聊城市技师学院举行。

本项赛事以“练就高超
技能 赢得出彩人生”为主
题，旨在深化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进一步推动职业院校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由山
东省教育厅、经信委、财政
厅、人社厅、农业厅等单位
共同主办，聊城市教育局承
办；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13
支代表队、26名参赛选手参

加了角逐。
此前，聊城市技师学院

高度重视协办赛事筹备，成
立了以分管院长为组长的
赛事协办领导小组，制定了
协办方案、赛事指南和安全
预案，组建了竞赛接待、竞
赛考务、设备保障、宣传礼
仪、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
工作小组，高质量、高水平
地完成了各项比赛服务工
作，确保了省级赛项工作的
圆满成功；裁判人员履行职
责，公正评判；参赛各代表
队选手沉着应赛，赛出了水
平，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职业素养。

省级大赛的协办，既是
上级对学院的高度信任，也
是对学院特色专业发展优
势和竞争力的充分肯定。学
院以大赛为抓手，全员“练
兵”，更好地发挥好了示范
引领作用。据悉，比赛获奖
情况将在全省各赛项成绩
统计汇总后统一发布。

省职业技能大赛在聊城市技师学院举行

聊城市首届“春之舞
韵”舞蹈春节晚会拟于2016
年2月2日在聊城市市民文
化活动中心举行，聊城市
八县市区舞蹈爱好者均可
报名，报名自12月10日启
动。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
儿童的业余文化生活，弘
扬春节文化传统，推进聊
城文化大市建设，聊城市
舞蹈家协会拟于2016年2月
2日，举办聊城市首届“春
之舞韵”舞蹈春节晚会。本
次晚会由聊城市明德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聊城市百
货大楼儿童娱乐中心协
办。

聊城市首届“春之舞
韵”舞蹈春节晚会以“展现
舞蹈魅力，成就梦想舞台”
主题，以“创新、健康、自
强”为载体，推动聊城市地
方文化的青少年儿童春节
晚会健康发展，逐步打造
成聊城具有影响力的少儿
春节文化品牌，为众多有
文艺才能的少儿和各个培
训机构提供展示的平台，
推动聊城文化事业的进一

步提升。
据悉，晚会节目征集

即将开始，12月10日起开
始报名。聊城八县市区的
各艺术学校、舞蹈培训机
构、各文艺团体及舞蹈艺
术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
晚会拟于2016年2月2日在
聊城市市民文化中心举
办。

节目形式主要以中国
民族民间舞、古典舞、芭蕾
舞、现当代舞、拉丁舞、街
舞、爵士舞、中老年舞等舞
蹈艺术形式为主。

2016聊城首届舞蹈春晚即将启幕

12月10日起八县市区舞蹈爱好者均可报名

单赛项成绩发布会。
本报通讯员 殷粟广 摄

最近几天，有关东昌府区一些学校家庭教育方面的文章在“聊城书香苑”
(微信号：lc-sxy)手机微信及网络阅读平台推出后，在全市广大学生及家长特别
是东昌府区学生及家长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得到了东昌府区众多学校的赞
誉和好评。

自聊城市“互联网+读书”小手拉大手助力全民阅读活动启动后，活动组建
的“聊城书香苑”手机微信及网络阅读平台即在东昌府区众多学校受到追捧，
搭建起了众多学校推广课外阅读及进行家庭教育的沟通平台。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有时间就看看文章，挺好的一个事儿”
为了让更多学生及家长了

解聊城市“互联网+读书”小手拉
大手助力全民阅读活动，最近两
个月，东昌府区教育局团委书记
代丽每当参加活动时都会多一
项工作，向与会人员介绍推广

“聊城书香苑”手机微信及网络
阅读平台。

据代丽介绍说，作为围绕“立
德树人”组织的一项活动，由聊城
市教育局联合齐鲁晚报发起的聊

城市“互联网+读书”小手拉大手
助力全民阅读活动，真正为广大
中小学生及家长打造了一个很好
的阅读平台。“这个活动通过新媒
体传播手段搭建平台，组织专家
定期为各个学段的学生及家长推
广一些经典文章，有针对性地增
加了大家的阅读广度和深度。”

代丽说，通过“聊城书香苑”
平台进行阅读不仅省去了去书
店购书的环节，更重要的是平时

有时间就能打开手机阅读文章，
虽然活动才启动两个来月，她已
经成为“聊城书香苑”的读者。当
前，广大学生家长基本都像她这
样平时比较忙，忙完一整天工作
后很少再有人能详细过问孩子
的课外阅读情况，更别说再专门
拿出时间自己读读书了。现在依
托“聊城书香苑”手机微信或网络
阅读平台，平时有时间就看看文
章，想想就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学校也希望家长能养成阅读好习惯”

尽可能多地增加学生的课
外阅读量，这是城区热门学校
阳光小学建校起就着重重视的
一项重点工作。为此，阳光小学
在过去9年多时间里先后采取
了多种措施，后来干脆将“海量
阅读”作为学校的特色课程进
行探索。

据阳光小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只要学生阅读面广了，成绩
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为此，学校
从2009年就开始进行教学探索，

每学期专门拿出一个月的时间
来组织阅读。尽管书目都是学校
精心选择的，但由于阅读的书籍
在家长眼里都是与考试无关的

“闲书”，有些家长不理解，担心
孩子成绩受到影响，无奈之下，
从去年起将一个月的集中阅读

“化整为零”，专设“海量阅读”课
分散到每周，一学期下来总体时
间和阅读字数总量基本不变。

谈到其中的无奈，其背后
的原因还是家长没能养成阅读

的良好习惯。“家长不了解阅读
对孩子学习、成长的积极作用，
自然也就不会支持让孩子多看
所谓的闲书。”阳光小学副校长
吴琳琳介绍说，其实学校也希
望家长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只有这样才能更支持孩子平时
多读书。聊城市“互联网+读书”
小手拉大手助力全民阅读活动
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
台，为此自活动一启动就在全
校进行了大力宣传和推广。

建设路小学开发的小学生课外阅读校本教材。

“共同读书还能

促进家长和孩子交流”
根据最初规划的设想，聊城

市“互联网+读书”小手拉大手
助力全民阅读活动除了依托新
媒体传播技术，利用手机微信及
网络搭建“聊城书香苑”阅读平
台定期推送文章。因为当前普遍
不提倡中小学生配备手机，还需
要家长每隔一天抽出半个小时，
与孩子一起进行亲子阅读。

这一环节的设计，得到了建
设路小学的认同。据语文老师出
身的建设路小学校长孙殿镔介
绍说，只有让阅读引领学生成
长，让师生、家长亲近书籍，与
好书为友、与经典对话、与博览
同行，才能达到开阔视野、陶冶
情操、积淀文化底蕴的目的。为
此，建设路小学自建校起就启
动了“书香校园”工程，不仅采
取多种形式引导老师、学生多

读书，还相继开发了针对小学
生阅读的校本课程。

校园里满是浓郁的读书氛
围之后，建设路小学又开始推
行“亲子阅读”。据建设路小学
副 校 长 张 君 红 介 绍 ，学 校 从
2008年就开始尝试推行这一方
面的工作，利用“亲子阅读卡”
的形式，引导学生家长每天都
要抽出一定的时间与孩子一起
进行亲子阅读。聊城市“互联网
+读书”小手拉大手助力全民阅
读活动倡导的“小手拉大手”恰
好与学校的理念不谋而合，只
有家长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
惯，学生的课外阅读才能真正
达到一个高层次。更何况，家长
与孩子一起进行阅读还能亲子
交流，对家庭教育也是一个有
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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