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C4L 为你挑“T”分享“油”礼

喜迎2016，即日起至2月底，
东风雪铁龙全国各地经销商全
面开展“新C4L为你挑‘T’分享

‘油’礼”钜惠活动。活动期间，用
户到店试驾1 .2T及1 .6T车型，即
可获三重礼。

试驾有礼：到展厅试驾新
C4L，体验1 . 2T小“T”大作或

1 . 6T百米冲刺王，(购车)可获得
一次基础保养；

订车有礼：超低首付，化“证”
为0，首付低至3000元，凭驾驶证、
身份证即享购车0手续费、0利息；

分享有礼：C4L新老车主，到
汽车之家、易车和爱卡的“C4L论
坛”分享购车、用车贴，并获得精

华的，可获得300元油卡；精华帖
于首页得到传播的，有机会获得
iPhone 6S奖品！

结合政策补贴与厂商优惠，
C4L将拥有超过20000元的现金
优惠。体验当今最前沿的T动力
科技，到店试驾T动力专家———
新C4L将是最便捷的方式。

大数据异常忠诚可靠，它
真实地记录了人们的生活轨
迹；大数据个性十足，它拒绝流
言蜚语，精确分析直抵事物本
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以

强势的姿态渗透到各个领域，
在以求实创新著称的基金风控
领域也不例外。“我们看中大数
据在基金领域的应用，不仅仅
是看好其对市场趋势和投资者

情绪的精确捕捉，还看中其在
投资风控上独具特性的作用。”
正在火热发行的泰达宏利同顺
大数据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刘欣
对大数据风控赞赏有加。

这这么么冷冷，，一一医医院院一一天天接接诊诊660000患患儿儿
市区多家医院儿科病房不够用，不得不在走廊上搭铺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冯
琳 ) 近日，病毒性感冒在儿童
中蔓延，一医院儿科每天接诊五
六百人次。同时，市区多家医院
病房“患儿扎堆”，甚至不得不在
走廊上搭床，24小时患者不断的
情况已持续多日。

和平路一医院儿科工作人
员马女士介绍，儿科门诊近日一
直爆满，每天接诊五六百人次，
前几日降雪时稍降，21日天好了
患儿数量再次增多，又达到600
左右人次。光明路一医院也出现
类似情况，2个或以上儿科大夫
24小时接诊。青岛路一医院工作
人员介绍，因为患儿剧增，“走廊
都没地方坐了”。记者了解的情
况来看，市区多家医院儿科住院
部病房、病床已不够用，不得不
在走廊上搭铺接治患儿。

威海卫人民医院儿科副主
任张萍介绍，此次病毒性感冒是
近5年来较严重的一次蔓延发
作，而且持续时间较长。从去年
11月末开始持续到现在，11月末
至元旦前后，以3-6周岁患儿居

多，最近两周，初生婴儿患者增
多，总体来看，患儿以病毒性感
冒最多，肠胃型感冒次之。

张萍分析，此次病毒性感冒
较顽固，大多数患儿体温在39-
40℃，而且难治愈，多见反复，较
之前靠口服退烧药即可治疗相
比，此次大多数患儿需输液才能
彻底治愈。通过近几日的患儿的
康复情况，张萍预计本月底本次
病毒性感冒传播趋势逐渐减弱。

对于目前还在发病的患儿，
张萍给与分类建议。平日体质较
好且发烧在3 8 . 5℃以下的患
儿，可在家贴退热贴或口服退烧
药降温，避免到医院“扎堆”甚至
交叉传染，发热超过38 . 5℃或
平日体质较差的患儿，家长应为
孩子贴退热贴后速送医。

对患儿愈后的巩固护理，张
萍提醒，尽管病毒性感冒传播将
减弱，家长仍不可掉以轻心，应
尽量避免带孩子到公共场合，天
气不好却不得不出门，一定要给
孩子戴口罩，平日多喂水，做好
孩子前提下保证家里勤通风。

乳山供电开展设备特巡

本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于
京洲) 近日，乳山市供电公司快
速启动气温骤降和雾霾天气应急
预案，全面开展冬季设备测温特
巡和夜间特巡。变电运维人员对
多个变电站进行远红外线测温和
夜间特巡，确保电网安全。

福福
20日，市园林部门施工人员

在人民广场装“福”字。这个景
观高5 . 5米，长15米，以传统吉
祥元素大灯笼和福字为主，烘
托节日气氛。另外，市园林部门
还将在幸福门广场、环翠楼广
场、悦海公园等地搭建极富年
味的景观。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春运24日开始，威海站客流已破纪录

16日一天动车普列共到发9994人次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冯琳 )
24日春运将正式开始，但春运

高峰似乎已出现。近几日威海站
动车及普列客流量一直在9000人
次左右，其中16日创下历年最高
峰——— 9994人次，增加部分主要
为民工、学生。

从威海交通场站管理有限
公司了解到，最近一周，威海站、
威海北站客流量增长较快，受大
雪影响最近几天客流量稍低，最
近的客流最高峰出现在16日。当
天，威海站普列、动车到发总量
9994人次，威海北站动车到发总
量3583人次，两站相加到发总量

1 3 5 7 7人次。而当天荣成站发送
2449人次，文登站发送125人次。
17日-20日的客流量低于16日，但
就威海站来看，动车及普列到发
总量仍在9000人次左右。

根据近日的客流量来看，运
量最大的有D9471次、G4217次、
D9472次、G4218次列车。近期计
划乘坐这几班列车的居民要注意
早买票，以免贻误行程。

天气越来越冷，大部分工地、
工厂休工，大批民工近期将集中
返乡，学校也将放假，学生也集中
返乡。预计24日春运正式开始后，
上述数字将再创新高。

本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孙昭君 王桂芝 ) 近日，高区
实验小学四年级师生“生命之
歌”原创诗文大赛在学校多功
能厅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也是
学校“阅读与表达”专题研究以
及“葵园主播”特色培养成果的
一次评估与展示，旨在通过教
师“下水”，将特色学子培养目

标落实到教学常态的每个细节
中，通过系列大赛为学生提供
更多“练兵”的机会，搭建更加
丰富的展示提升舞台。

本次大赛分为诗歌创作和
精品诗歌朗诵两个阶段。首先
全体师生在多功能厅进行限时
诗歌创作，短短四十分钟时间，
师生们围绕主题“生命之歌”，

用文字表达了自己对生命意义
与价值的思考；之后，以班级为
单位，在第一阶段入选优秀作
品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篇，进
一步分享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大赛共选出精品诗歌5 0
余篇，评出诗歌朗诵优胜者15
人，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原创诗
歌的热情。令人欣喜的是尽管

话题颇显深刻，但学生们在课
内单元整体阅读，积累了有关
生命的经典篇章的基础上，都
能够结合自己的生活写出对生
命的理解；参赛的老师们也深
有感慨：唯有教师“下水”，才
能试出教学的“水温”“深度”，
从而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具体
指导。

高高区区实实小小举举行行““生生命命之之歌歌””原原创创诗诗文文大大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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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宏利带你揭秘大数据基金风控

本报1月21日讯 (记者 陶
相银 ) 21日，威海市气象台发
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和强降雪
预报。22日起，一股强冷空气影
响威海，当天傍晚起本市北部
有强降雪，风力逐步增强，气温
下降明显，预计2 5日强冷空气
影响结束。

受强冷空气影响，预计2 2
日夜间到2 4日，威海北部将有
一次强降雪天气过程。降雪从
2 2日傍晚开始，强降雪出现在
23日，市区、文登北部、荣成北
部将出现大雪，局部暴雪，其它
地区有小到中雪；海上北风2 3
日可达7～8级阵风10级，同时
气温将明显下降，降温幅度为8
～9℃，最低气温沿海可达-11
～ - 1 3 ℃ ，内 陆 可 达 - 1 4 ～ -

16℃。
22日，多云转阴，北风沿海

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
-6℃到-2℃，内陆-9℃到-2℃，
市区-6℃到-3℃。

2 2日夜间，多云间阴有大
雪，局部地区有暴雪，北风沿海
6到7级，内陆5到6级，温度沿海
- 6 ℃到 - 1 0 ℃，内陆 - 5 ℃到 -
13℃，市区-6℃到-12℃。

23日，多云间阴有大雪，局
部暴雪，北风沿海7到8级阵风
10级，内陆6到7级阵风8级，温
度 沿 海 - 1 0 ℃ 到 - 6 ℃ ，内 陆 -
1 3 ℃到 - 5 ℃，市区 - 1 2 ℃到 -
6℃。

2 4日，多云间阴有中到大
雪，北风沿海7到8级阵风10级
减弱到6到7级，内陆6到7级阵

风8级减弱到4到5级，温度沿海
- 1 2℃到- 5℃，内陆- 1 5℃到-
5℃，市区-12℃到-5℃。

25日，阴转多云，北风沿海
6到7级转南风5到6级，内陆5到
6级转南风4到5级，温度沿海-
8℃到-3℃，内陆-12℃到-3℃，
市区-8℃到-3℃。

预计自26日后，天气转晴，
气温开始回升，最高气温将升
至0℃以上。

由于本次寒潮天气影响强
度大、范围广、时间长，请市民
做好防范降雪、大风、降温的准
备，尤其是将长时间出现影响
交通的路面结冰，出行时请多
加注意。由于冷空气强且持续
时间较长，请注意保暖，谨防感
冒。

““霸霸王王级级””寒寒潮潮将将影影响响咱咱这这44天天
今天傍晚起，北部大雪，局部暴雪，同时伴强风降温

本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杜
文) 日前，乳山洋村台区改造现
场，乳山供电公司施工人员正紧
握冰凉的导线放线紧线，快速推
进农村台区绝缘化线路改造。随
着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
空调等家用电器走进寻常百姓
家，原有线路负荷已无法满足激
增的用电量需求，乳山公司积极
组织工作人员对升级改造工程进
行现场查勘，制定施工方案和安
全措施，严格管控计划工期，明确
各阶段性工作任务的时限要求，
确保了施工安全、质量及进度。截
止目前，91个改造项目已开工50
个，预计春节前可全部竣工。

乳山供电升级农网

本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宫
磊) 近日，乳山市供电公司崖子
供电所针对排查漏电保护器安装
运行情况进行现场保护动作测试
和维护，开展“五个一“服务演练，
进一步完善“五个一”抢修要求详
细措施，梳理“再教育、再提升”优
质服务流程。

乳山供电服务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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