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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考试

我省高职对口单招 12 月 19 日起报名
（http：//ea.hainan.gov.cn），进入“2019 年海南省高等
职业院校对口单独考试招生报名系统”，按照系统指
示的程序填报本人的报名信息和志愿信息，逾期不予
办理。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考生可按照“本人申请、教育
厅审核、招生院校公示、省考试局办理录取手续”的办
法免试入学：（一） 获得由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办的省
级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 （含） 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的
应往届毕业生；（二） 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的中职
学校毕业生。
（记者 黄婷）

明日

近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下降。面
对年内逐渐走低的银行理财收益，如果投资
者现在想购买理财产品是否有诀窍？业内人
士建议，年末理财产品的“翘尾”效应犹
在，投资者不妨做好资金安排。
年内，理财收益率持续走低。普益标准
最新发布报告显示，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产
品收益率均呈现“量价齐跌”的现象。
监测数据显示，10 月，400 家银行共
发行了 7012 款银行理财产品 （包括封闭式
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
品），发行银行数量与上期持平，产品发行
量减少 1034 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
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47%，较上期下
降 0.09 个百分点。
那么，对于近期想要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投资者，应如何考量呢？
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表示，随着理
财新规对于期限错配的限制，银行的久期
结构调整迫在眉睫，而久期的缩短会导致
资产端收益下降，进而促使理财产品收益
持续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议投资者
在购买理财产品时选择期限较长的产品购
买，锁定收益。
“不过，根据过往经验，年末银行理财
收益会有一定程度的‘翘尾’现象”，因此
魏骥遥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在当前购买
能够在 12 月末赎回的定开型理财产品，获
取短期收益后，在 12 月赎回，并购买期限
相对更长的理财产品，锁住收益。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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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上午，以“城市联动，精准服务”为主题
的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
动海口分会场在海南大学举行。
本次招聘会由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
和海南大学联合主办，招聘会当天，共有椰树集团、
民生管道、天鸿市政、海口电视台、高米教育等 200 家
单位参加，提供教育、金融、技术、文化等不同行业的
就业岗位 5000 余个，进场求职人员达 2000 余人次，
回收简历 934 份，经双方对接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309
人。招聘会还专门设立了就业政策咨询区，深入宣
传各项劳动法知识，进一步引导用工企业、劳动者增
强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本次
活动有效促进了海口市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和用人
单位招聘人才的精准匹配和高效对接。
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精准服务平台体验专
区，到场的毕业生可到该专区通过精准服务平台注
册简历，并通过平台向企业投递简历。（记者 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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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面走来整齐的“阵雨”方阵
天气转凉，又到了每早都必须跟床大战
三百回合才能离开被窝的冬季。告别周末，
又来到了周一。要打起精神来投入到工作
中，先看看天气预报来置装备战职场吧。
这两天我省各地天气很有“默契”，天气
预报表上一溜都是“阵雨”，大家出门记得
带伞。今日最高温 26℃，最低温 14℃，阴天
间多云有小阵雨，适宜穿以长袖衫、长裤为
主的薄型套装。
（记者 孙春丽）

提醒

茶渣还可以这样用

液体奶禁止携带或邮寄入境
海关人员发现，不少旅客对于我国奶制品入境
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清楚，导致违法携带动物源性
奶及其制品入境被截获。
据介绍，由于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奶及奶制
品可能成为口蹄疫传播途径，因此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
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 规定，
除奶粉以外的动物源性奶及奶制品，包括生奶、鲜
奶、酸奶以及动物源性的奶油、黄油、奶酪等奶类
产品禁止携带、邮寄入境。
（据新华社）

云闪付 APP 用户互动返红包 最高奖 620 元

海口：1888 999 5550
儋州：1888 999 5557

东北风 3-4 级

省内各地天气情况

广告

从 海 南 银 联 了 解 到 ， 即 日 起 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云闪付 APP 用户互动返红包，最高可获 620 元。
用户只要下载安装云闪付 APP，使用手机号完成
注册、绑卡，支持银联二维码交易；或关注“银联海
南”微信公众号，在活动页面 （菜单：银联随行-云
闪付忠实用户） 主动报名参与。在指定商户内使用云
闪付 APP 中的银联二维码完成有效交易，按“有效交
易笔数”数量和排名规则获取银联红包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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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翘尾”效应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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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24 日，省教育厅发放相关通知指出，申请报名参
加我省 2019 年高职对口单独招生考试的考生可于 12
月 19 日 8：00 至 12 月 23 日 17：30 到指定报名地点
提交报名申请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网上报名时间：截至 12 月 23 日 17：
30
填报院校及专业时间：截至 12 月 23 日 17：
30
缴费时间：截至 12 月 26 日 17：30
报名地点：省内各招生院校均设置报名点。考生
于报名时间内自行前往本人报考的院校进行报名。
网 上 报 名 方 式 ：考 生 登 录 海 南 省 考 试 局 网 站

海口地区天气情况

每月有效交易笔数最多、且发生在至少 2 个不同活
动商户代码中的前 5 名用户，每人获得红包奖励 620
元，如有效交易笔数相同，以按时间顺序先到为准，
不再重复获得其他奖励。每月有效交易笔数达到 8 笔且
发生在至少 2 个不同活动商户代码中，红包奖励 30
元；超过 8 笔的，每笔奖励 1 元，封顶 62 元。举例：
有效交易笔数 20 笔，获得奖励为 30+ （20-8） ×1=
42 元；有效交易 40 笔及以上的，封顶奖励 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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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个美肌茶渣浴。绿茶富含叶绿素、维生
素 C，咖啡碱、茶碱含量也较多，较易刺激神
经。所以绿茶能深层清洁肌肤，具有柔软角质
层、使肌肤细嫩美白的功效。
消除黑眼圈。产生黑眼圈的主要原因是睡
眠不足、用眼过度、缺少维生素 B12 等。用喝
过的茶包敷眼是消除黑眼圈最简单有效的方
法，方便又省钱。
自制绿茶末面膜。茶渣中所含的单宁酸成
分可增加肌肤弹性，有助于润肤养颜，美白皮
肤。
用茶叶治疗脚气。单宁酸成分还具有杀菌
作用，尤其对脚气的丝状菌特别有效。患脚气
的人，可以每晚用茶叶渣煮成浓汁来洗脚。
干茶渣吸附异味。将喝剩下的茶叶渣晒干
后装入纱布袋里，放在冰箱、厨房、厕所、衣
柜、鞋柜等地方，可以消除各种怪味、臭味。
轻松洗碗去油腻。用茶渣清洗油腻的锅
盖、碗等，可以使之更为光洁。
去油腻乌黑头发。用洗发乳洗过头发后，
再用茶叶浸泡的水冲洗，可以去除多余的污
垢、油腻，让头发乌黑、更有光泽。
茶叶渣吸湿去潮。将茶渣暴晒后，铺撒在
潮湿处，能够有效去潮。
用茶渣做枕头。将茶渣置于太阳下暴晒
后，可以做成枕头，能够宁神养精、明目清
神。
（妙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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