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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季报的出炉，为投资
者获取丰厚回报的公募基金再
次备受关注。以银华基金为例，
据同花顺 iFinD统计，相比上证
综指前三季度7 . 90%的涨幅，该
公司旗下共有31只权益类基金
收益跑赢大盘，其中，银华盛世
精选前三季度涨幅超40%，难怪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感慨“炒
股不如买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前三
季度中，银华基金旗下不少“新
秀”表现突出。如成立于2016年
12月的银华盛世精选，据同花顺
iF inD统计，截至9月29日，今年
以来总回报42 . 38%，在同类可比
的1835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排
名第8；同期，成立于2016年8月

的银华沪港深增长，凭借37 . 37%
的涨幅，在同类可比的198只普
通股票型基金中取得了第6名的
好成绩。

当然，“老将”也势不可挡。
同样在权益类方面，据同花顺
iF inD统计，截至9月29日，基龄
超10年的银华富裕主题，今年以
来总回报为39 . 44%，同类排名13
/1835；封闭式基金方面，银华鑫
瑞、银华锐进、银华300B，今年前
三季度总涨幅均超越35%。

此外，据同花顺iFinD统计 ,
银华恒生国企指数分级B、银华
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分级、银华鑫
利、银华中小盘、基金 ,银华中国
梦30，银华道琼斯88指数和银华
深证100，今年以来的总回报也都

超越了20%，基金类型覆盖了封
闭式、指数型、混合型与股票型，
显示了银华基金权益类投资的
全面发展。

固收方面，早在“半年赛”中
就已崭露头角的银华信用季季
红 继 续 保 持 优 势 。据 同 花 顺
iF inD统计，截至6月30日，该基
金今年以来收益率4 . 90%，在同
类可比的822只中长期纯债券型
基金中排名第3。

回顾银华基金前三季度的
业绩表现，新老产品齐头并起的
背后，也展示出银华基金投研团
队的实力与潜力。目前，银华在
核心队伍建设、业务布局等方面
都做得可圈可点，为持续稳健的
长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1只权益类基金跑赢大盘

银华基金实力印证“炒股不如买基金”

下下月月起起，，韭韭菜菜上上市市须须有有““身身份份证证””
11、12月，各区市食药监局将每月抽样入市韭菜至少15批次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林丹丹) 30日，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韭菜
及韭菜产品“双证制”管理情
况，11月1日起，韭菜、韭苔实
施农产品合格证和市场销售
凭证。韭菜是市民“菜篮子”里
的常用品种，但近年市场监督
抽检合格率偏低，韭菜质量已
成焦点。

韭菜及韭菜产品“双证
制”是指韭菜产品上市交易过
程中，均要出具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凭

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以下简
称“合格证”)视同于产地证明、
购货凭证和合格证明文件。合
格证开具主体是韭菜产品生
产者，应对其质量安全负责。

食药监局副局长傅世强
说，从11月1日起，进入威海食
用农产品市场以及生产加工、
餐饮服务环节的韭菜、韭苔必
须有双证，严禁“问题韭菜产
品”走出田间地头，严禁不具
有合格证、市场销售凭证的韭
菜产品进入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大中型商超、生产加工

企业、餐饮单位。
自11月1日起，各区市食

药监管部门把韭菜“双证制”
的实施作为日常监管重点，除
上述四类经营主体，没有韭菜
产地合格证的，包括外省韭
菜，一律不得入场销售、入厂
加工、入店使用，其他经营主
体没有韭菜市场销售凭证的
一律不得销售。

今年11、12月，各区市食
药监局将每月抽样入市韭菜
不少于15个批次，结果及时在
抽样场所公布，不合格的就地

监督销毁，追查来源直至产
地。

市农业局副局长李雪梅
介绍，目前，全市种植面积在
0 . 5亩以上的韭菜生产主体27
家，农业部门将调查摸底全市
韭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健全韭菜生产主体名录，及时
更新统计数据并共享，对检出
限制使用农药或2次检出常规
农药超标的韭菜产品生产主
体，将立即移出“放心韭菜”地
图，并依法严肃查处。

““上上网网一一搜搜，，才才知知道道全全世世界界都都在在找找我我””
24天！大钻戒终于物归原主！失主接到民警电话才知道钻戒丢了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曲新峰
于小婷) “警察给我打电

话，我才知道戒指丢了”、“上
网一搜，才知道全世界都在找
我”。10月30日，来自辽宁的刘
女士飞抵威海，领回了遗失24
天、价值3万余元的钻戒。

10月6日下午，环翠特巡警
在刘公岛旅游码头安检大厅
内巡逻时，捡到一枚价值约3万
元的钻戒。当天查找失主未
果，刘公岛管委会在旅游码
头、景区通过广播播送失物招
领信息，民警调阅安检大厅监
控，均未发现有效线索，市公

安局110报警台也从未接到失
主报警。相关机构鉴定确认这
枚钻戒是周生生珠宝的正品
钻戒，价值3万余元。(详见本报
10月10日B03版)

当天，公安环翠分局通过
官方微信、微博发布失物招领
信息，民警又联系了辽宁省的

《辽沈晚报》、《沈阳晚报》等媒
体，并通过辽宁省公安厅的新
媒体平台，将寻找失主的消息
在辽宁省传播开来。由于钻戒
腰部有镭射编码，这种独一无
二的编码等于钻戒的身份证，
民警通过威海周生生珠宝连锁
店进行查询，发现该钻戒是在

沈阳市的周生生珠宝售出。民
警联系沈阳市的周生生珠宝，
沈阳市无法一时提供信息。

新闻报道、失物招领信
息铺天盖地，失主仍迟迟不
现身。

信息广为转发期间，一
位在广州工作的威海人起到
了关键作用。这位热心人把
情况通报给香港的周生生珠
宝总部——— 周生生集团国际
有限公司，该公司立即发函
催促沈阳方面尽快查找失
主，直至10月25日，环翠警方
才首次电话联系上了失主刘
女士。

刘女士是辽宁鞍山市人，
国庆假期期间和家人自驾游
山东，10月6日游刘公岛，她把
钻戒放在随身挎包内但没拉
上拉链。事后，她一直没发现
钻戒丢失，直到接到环翠特巡
警大队副大队长刘明亮的电
话。“我当时不相信，钻戒怎么
丢了？他是骗子吧？”刘女士在
家中翻找多时，没找到钻戒才
信了。

10月30日，刘女士乘飞机
赶到威海，在环翠特巡警带领
下到威海的周生生珠宝，工作
人员进行鉴定、见证后，这枚
钻戒最终物归原主。

前前33季季度度全全市市生生产产总总值值22552255 .. 55亿亿元元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林丹丹) 10月30日，市政府
举行新闻发布会：前三季度全
市生产总值2525 . 5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增长8 . 4%，增速比上
半年下降0 . 1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提高0 . 7个百分点，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0 .9个百分点。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100 . 13亿元，下
降0 .1%；第二产业增加值1145 .37
亿元，增长7 . 1%；第三产业增加
值1280亿元，增长10 .5%。

前三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202 .1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增长0.3%，扭转了负增长趋势。前
三季度，全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16 .51亿元，增长18 .4%，主要投向
特色产业扶贫、冷链物流建设。

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7 . 9%，增速比上年
同期提高1 . 3个百分点。1-8月，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
率为98 . 63%，比上年同期提高
0 . 2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309 . 37亿元，增长11 . 1%。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为50 . 68%，比上年同期提高1 . 68
个百分点；服务业对全市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59 . 4%，比第二
产业高出18 . 8个百分点；拉动
全市GDP增长5个百分点，比第
二产业高出1 . 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187 . 2亿元，同比
增长10 . 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
落0 . 4个百分点，城镇依然是社
会消费品市场的主体。前三季
度，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548元，同比增长9 . 2%，比上
年同期提高0 . 2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5539元，同比增长
9 . 0%，比上年同期提高0 . 6个百
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1204元，增长8 . 7%；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52元，
增长8 . 0%。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1 . 4%，涨幅
比上年同期下降0 . 1个百分点，
其中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上
涨较快，同比上涨4 .5%、2 .3%。

威海中乌人才交流

有限公司注册成功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周巍) 10月27日，
威海中乌人才交流有限公司在环
翠区注册成功，将为环翠企业引进
乌克兰高层次专家提供技术咨询
服务。

9月18日-20日，“乌克兰专家环
翠行”活动成功举办，优质高效服
务得到了乌方高度赞扬。为加强环
翠区与乌克兰专家的交流合作，经
多方沟通协调，代表团应邀在环翠
区成立威海中乌人才交流有限公
司。乌方代表远在异国他乡得知公
司迅速注册成功后，表示立即开展
工作，为环翠区尽早搭建人才与企
业合作的桥梁。

1-9月全市开建154个项目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林丹丹) 从30日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1-9月份，156
项市级重点项目有154项开工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445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94.3%，预计年底有望完成投资500
亿元以上。

1-9月份已有55个项目建成投产
或部分投产，预计年底还有9个项目
投产，投产项目达到64个，有望完成
投资500亿元以上。9月底市级重点项
目筛选提报启动，目前，各区市及市
直有关部门已提报备选项目100多
项，从初步收集情况看，明年计划实
施的重点项目在体量、质量和结构
上与往年相比有一定提升。

威海国际机场

新增4条巴士线

本报威海10月30日讯(记者
冯琳) 随着新航线开通及部分
航线加密，威海国际机场新增一
条威海巴士线，同时新增至荣成、
乳山、石岛的巴士线。

新增威海巴士线自29日起开
通，从高区管委出发，途经威海职
业学院、初村公交枢纽站、临港区
管委、草庙子公交枢纽站，终点站
为威海国际机场。

与之前的机场巴士相比，新
增巴士线路不仅穿行市区，而且
特意“绕行”高区、张村、初村，弥
补了之前巴士线路空白点。

新增巴士早班发车时间为早
晨7点，从高区管委出发，末班车
发车时间为下午3点半，从威海国
际机场返程。班次间隔为2个小时
左右。新增巴士容量为17座，均为
豪华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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