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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巩辉 通讯员 单娜）11日，

招金期货策略分享会暨“招金杯”期货实

盘交易大赛颁奖盛典在淄博银座华美达大

酒店举行，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产业客

户、私募团队和媒体人士。

本次活动分为招金期货策略分享会和

“招金杯”期货实盘交易大赛颁奖盛典两大

部分。招金期货策略分享会由招金期货研

究院核心研发人员，就期货市场行情走势、

交易机会、风险因素等作主题演讲。

招金期货研发总监李敏表示，此次实

盘大赛获得了 300 位投资者的参与和支

持，其中重量组 20名，轻量组 200名，基金

组 8名，程序化组 3名。

根据比赛规则，从最终盈利的选手中

评选出重量组前 10名，轻量组前 10名以

及部分指导奖及优秀奖，更有优秀选手在

短短的几个月交易时间里收益率达到了

300%。招金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军、副总

经理梁永慧、招金期货研究院总经理闫希

辉分别为获奖选手颁奖。

活动最后，招金期货总经理高军做总

结演讲。他表示，明年会把招金期货研究院

的研发能力快速转化成生产力，在不同策

略中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基金产品，争取

实现持续而稳定的盈利，并继续进行全方

位、深入、科学、合理的研究。

落实相关补贴制度

近 3.7万困难残疾人受惠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13日从淄博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关于淄博市创建省级

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目前，今年淄博市区两级食品药品监

管系统组织食品监督抽检 17228批次，抽

检品种涵盖 31大类近 400个品种，合格率

97.6%；已发布监督抽检结果信息 118期，

对不合格食品依法进行了查处，处置率达

到了 100%。

据淄博市食安办副主任、食药监局副

局长王立民介绍，市食药监局推进农产品

标准化建设，建立了高毒高风险农药统一

经营储备管理制度、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平台，确定了 77家高毒、高风险农药

定点经营单位，全市 59 个蔬菜基地实现

“二维码”可追溯管理。

淄博市食药监局在淄博 403家食品生

产企业落实风险分类管理，95家食品生产

企业建立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46家食品

生产企业实施了质量安全授权制度。在食

品经营企业推行“一票通”追溯制度，指导

192家商场超市、市场等建立肉菜流通追溯

系统并投入试运行。

今年以来，淄博持续加大食品抽检力

度，对食品生产企业、农贸市场、学校及幼

儿园食堂、小食品店等重点单位，食用农产

品、肉及制品、面制品、饮料、调味品、食用

油等重点食品，开展了监督抽检，覆盖了全

市城乡各个区域。

王立民介绍，淄博市的农产品市场、商

超、学校食堂已建成食品快检室 140个，基

层监管机构设立快检室 41 个，27 个批发

(农贸)市场、46家商超纳入快检信息平台。

今年食品抽检合格率 97.6%

导报讯 （记者 巩辉

通讯员 李健）近日，中国银

行淄博分行联合新航道共同

举办第七届国际教育展。本次

活动邀请到新航道资深留学

讲师，详细解读了家长关注的

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

留学攻略，海内外名校聚集。

期间，招生官亲临揭秘名

校招生录取“潜规则”，50余位

家长亲临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

流。教育展为学生提供一对一

的出国留学方案，使家长朋友

实现了零距离对话世界名校。

为方便出国留学家长的

问题咨询，活动现场，中国银

行淄博分行通过与家长建立

出国留学金融服务微信群的

方式，提供了美加、欧洲、英

国、日韩、澳洲五大留学服务

群，家长除了可以通过微信群

与中行留学专家进行互动外，

还可以在群里与其他家长进

行互动，了解报考院校、留学

国家的相关情况。

中国银行新航道第七届国

际教育展的成功举办，为淄博广

大具有出国意向的市民提供

了极大便利，真正实现了孩子

留学、家长放心的一站式服务。

7家企业获 125万
节能奖励资金

导报讯（记者 李昶君 通讯员

贾贞）近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全

省节能奖获奖企业和成果，淄博市

共有 7家企业入选。

其中，山东东岳集团被评为山

东省节能突出贡献企业；鲁泰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山东省节能先

进企业；山东计保电器有限公司的

智能高效节损装置、山东科汇电力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效节能开

关磁阻电机研发与应用、山东凯创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六边形蜂窝状

上下通孔式 LED节能路灯灯具、山

东玉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酿造业

蒸汽能量系统优化及产业示范、淄

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的 30万吨 /年

硫酸装置低温余热回收项目等 5个

成果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节能成果，

共获奖励资金 125万元。

淄川区企业收获陶瓷
行业科技创新两项大奖

导报讯（记者 李昶君 通讯员

姚京裕）日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六届四次理事会在佛山华夏陶瓷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淄博市淄川区的

山东维统科技有限公司荣获两项大

奖：公司获授“十二五”中国陶瓷行

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公司董事长

袁国梁荣膺“十二五”中国陶瓷行

业科技创新先进个人。

据悉，本次大会对六届四次理

事会作了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有

关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调整的

提案，宣读了关于发布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对国家

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并表彰了陶瓷

行业科技创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回馈满意度达 98%
导报讯（记者 李昶君 通讯员

张瑞 耿慧晶）今年，淄博市松龄

络街道柳泉社区和淄博亿隆物业联

合打造松龄路街道智能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老年人在家中用手机呼叫，

信息平台接到报警后回拨给老年人

询问需求，安排工作人员入户提供

服务。系统上线 6个月以来，共收到

呼叫 1032次，为老年人提供代办、

保洁、维修、送医、陪护等方面服务

1650次，其中针对生活不能自理老

人、残疾人、生活困难老人上门服务

673次，回馈满意度达 98%。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成

效，最终体现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上。下一步

我们将在全街道推广党员志愿服务

居家养老工作，密切党群关系，带动

社会各界向党员看齐，引领良好的

社会风气。”松龄路街道党工委书

记张维洲表示。

特色小镇建设是淄博市推动新型城镇

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之一。今年以来，全

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一个定

位、三个着力”总体思路、“十个新突破”工

作重点和“六个干”的工作要求，抢抓机

遇，提速加力，扎实工作，城乡一体化发展

和新型城镇化实现了新发展、新突破。

127个城建重点项目构未来
今年，市委、市政府确定了 127个主城

区和全市统筹城建重点项目，总投资 613.5

亿元，年度投资 214.2亿元。

从 3月初开始，市、区指挥部直接搬到

施工现场，一线指挥，挂图作战。每天下发

催办单，配发问题实景照，现场督导，现场

整改，攻坚克难，真正把每个现场变成了

“战场”。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强力推

进，目前 127个主城区和全市统筹城建重

点项目已开工 109项，完成投资 130亿元。

今年以来，市“三改一建”工程指挥部

办公室集中推进，建立了“月调度、月通报、

月排名”制度，实施建设项目台账式管理；

对项目进行现场督查、专项督查，进展缓慢

的项目挂牌督办；协调发改、财政、国土等部

门全力以赴，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快手续

办理，形成了推进棚改工作的强大合力。深

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使改造工作赢得广大市

民的支持拥护。

8.4万人落户提城镇化步伐
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今年年初，淄博市出台了《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5-2020年)》，制定了镇总体规划编

制工作方案并分解落实责任。目前，镇总体

规划编制进展顺利，全市 52个有规划编制

任务的镇总体规划已基本编制完成。共批复

镇总体规划 34个，批复率 65.38%，其中沂

源县已全部完成镇总体规划的批复工作。

2016年全市计划村改居 26个，新建农

村新型社区 31个。截至 10月底，全市共完

成“村改居”47个，开工建设农村新型社区

46个，其中人口规模超过 3000人的 28个，

约 8.4万人可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建设亮点纷呈

淄博市立足城镇化发展实际，以新型

城镇化为突破口，扎实推进小城镇建设，着

力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城乡一体化取得显

著进展。

今年前 10个月，17个省、市级示范镇开

工建设项目 270个，完成投资 81.3亿元。按

照省里要求，筛选上报了双杨镇建筑陶瓷小

镇、王村镇焦宝石特色小镇、朱台镇艺居产

业小镇、起凤镇马踏湖生态旅游小镇等 10

个“特色小镇”，昆仑镇经住建部批准，入选

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

今年，全市 248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危

房改造任务提前 3个月全面完成。全市 224

个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开展“五化”（绿化、

硬化、亮化、净化、美化）建设，目前完成投

资 4366万元，完成计划总投资的 100%。

渊于春林 邢菲 夏俊强冤

特色小镇推动新型城镇化
淄博城乡一体化取得显著进展

淄博中行举办
第七届新航道国际教育展

招金期货策略分享会引关注

导报讯（记者 翟超群）

近日从淄博市政府新闻办组

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淄博市共认定符合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标准的人数为 14292

人，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标准的人数为 22525人。

今年 4月，淄博市根据国

务院和省政府文件要求，下发

《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淄政

发〔2016〕7号），确定在全市

范围内全面建立残疾人困难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按照每人每月 80

元标准，为具有淄博市户籍且

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

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的，发放生活补贴，一、二级智

力、精神、视力和肢体残疾的，

发放护理补贴。

10月 19日，市政府下发

《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标准的通知》，决定于 10

月 1日起，将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90

元。11月 10日，市民政局、市

财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转

发《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将重度听力言语和多重

残疾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发放范围的通知》，确定

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将重

度听力言语和多重残疾人纳

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

范围。

汇聚优势展特色 进军新局谋发展

淄首家“智 e购”商城上线
导报讯（记者 巩辉 通讯员

于磊 秦昌颖）自网点转型以

来，沂源农商银行抓住机遇，

以“智 e购”商城为平台，倡

导银商联盟的新经营模式，全

面启动“银商联盟计划”，沂源

馆成为淄博首家上线商城，并

成功发布商品 120余件，销售

37笔。

采集信息打牢商户基础。

对本县域内的电商撒网式摸

底搜集，争取优质商户的加

入，现已成功上线 4家。通过

社会招商及各支行推荐，总行

进行详细摸底筛选，由总行统

一组织培训，现已选定 5家。

主动上门拓展口碑好、信誉

好、认可度高的商家发展成为

“智 e购”电商商户，现已对

接 5家。

特色商品打造地域品牌。

该行全面拓展 O2O商户，从

饮食、生活服务等方面入手，

选取本土特色鲜明的服务行

业首批入驻商城，也将陆续添

加近年来风生水起的旅游景

区，与 O2O商户全面联姻。

强化宣传商城全速上线。

在本地电视台、报纸、网络等

媒体及时发布商城上线及招

商广告，在农商行营业网点广

泛宣传。加强信息交流，与省

联社、淄博办事处、已上线商

行、各合作商户加强沟通交

流，借鉴各地市好的经验做

法，加快商城的建设步伐。

截至 10月底，淄博共完成“村改居”47个，开工建设农村新型社区 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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