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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神》等影片取景地
香港珍宝海鲜舫沉没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
医疗卫生等监督执法工作，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日前印发
2022 年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计
划的通知，要求加大对开展医
疗美容、医学检验、健康体检、
口腔、近视矫正等服务医疗机
构以及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的抽查力度。

监督抽查内容包括哪些？
通知指出，医疗卫生机构预防
接种管理，重点检查新冠病毒
疫苗的接收、储存、接种等情
况；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疫情
报告、疫情控制、消毒隔离措施
落实、医疗废物管理、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等情
况；学校、公共场所、生活饮用
水供水单位和餐具饮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位卫生管理情况；消
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生产经营情况；巩固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服务和非法应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违法违规行
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加大对开
展医疗美容、医学检验、健康体
检、口腔、近视矫正等服务医疗
机构以及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
构的抽查力度，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违法行为等都涵盖在内。

通知要求，各地应当在抽
查任务完成后按照“谁检查、谁
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
结果信息通过当地官方网站依
法向社会公开。抽查结果信息
包括：抽查未发现问题、发现问
题已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无法
联系（检查时单位已关闭等情
形）等4类。 据新华社

6 月 22 日上午，首艘全球
最大 24000 箱超大型集装箱
船，在中国船舶集团沪东中华
造船厂交付。这也是我国在顶
级超大型集装箱船建造领域取
得的又一突破。

这艘箱船总长接近 400
米，甲板面积24000平方米，相
当于3.5个标准足球场；货舱深
度 33.2 米，可一次装载 24000
多只标准集装箱，承载24万吨
货物，是目前全球装箱量最大
的集装箱船，被誉为海上“巨无
霸”。该船交付后将入级美国船
级社，投入远东至欧洲的航线。

在这艘24000标准集装箱
船上，整艘船面积最大的一部
分就是货舱区，它将来会装满
集装箱。船员的生活居住以及
驾驶室都在住舱区。整艘船从
船的最高处到船底有70多米，
相当于20多层楼。

中国船舶集团沪东中华长
兴造船副总经理刘学东介绍，
驾驶室就是指挥船的地方，进
去后可以看到驾控台，通常一
个人在这里开船就可以了。这
条船有61.5米宽，在驾驶室，可
以走到最边上直接看到水面。

在驾驶室的两侧分别还有
两个独立的小型驾控台，刘学
东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像这样
一艘海上“巨无霸”停靠码头的
时候，很难观察到船舷及码头
上的情况，有了这两个驾控台，
船在靠岸时，船员就可以来到
这里观察并操控船的位置。

在船尾部分，有一个白色
的建筑，它的下方就是这艘船
的机舱区，整艘船的动力系统
都集中在那里。刘学东介绍说，
包括洗涤塔等设备都安装在这
里面，因为这艘船是配备洗涤
塔的，它的烟气通过海水洗涤，
可以把硫的含量降低再排放。
现在基本上就是通过减排节能
这种方式在转换。

刘学东介绍说，这艘船采
用了全球最新的水动力优化等
技术，可以在保证高航速行驶
的同时实现低油耗，使其快速
性尤为突出，同时更加清洁环
保。此外，这艘海上“巨无霸”本
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采用
了全封闭式桥楼设计，达到四
星级宾馆体验标准，大大提升
了船员工作、生活的舒适感。

据央视财经

实习生冒充券商分析师
给自己招“小黑工”

今年5月，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发
布自己作为实习生上当受骗的经
历。其中有一位实习生说：“我于
2021年7月投递了一家券商的行研
实习，且很快收到了电话面试。面试
结束后，一位自称gx证券首席的人
添加了我的微信。并称此为正式实
习，实习六个月以上可以获得留用
机会。2021 年 12 月，此人要求我提
交答辩报告，并很快告知我答辩通
过已获得留用。”

“由于录用函迟迟无法发放、实
习证明开据也再三推诿，我开始心
存疑虑并多次催问。2022年3月，此
人以‘公司临时缩招，卡本科学历’
为由称无法录用。因为这一理由过
于生硬，我向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求
助并联系到gx证券人力部门，证实
了该微信并非分析师所有，且公司
并无我的实习及答辩记录。”上述分
享受骗经历的人进一步说。

对于为何没能识破，这位实习
生坦言，一是此人盗用的首席姓名、
头像确有其人，指导过程也有模有
样；二是此人反复向其强调此为正
式实习，并发送了公司实习协议、保
密协议要求填写，以假乱真。

据证券时报和网络爆料者称，
在多名受骗者收集并整理他们所有
的证据后，基本确定该行骗者为复

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硕
士生研究生刘某。

有实习生表示，自己在被骗
的 10 个月里，累计完成上百万字
的研究报告，甚至大年初一晚上
都在加班。这些实习生一直以为
自己在证券公司实习，结果辛苦
写出来的报告，却被刘某以自己
的名义交了上去。

另外，也有受骗的实习生在网
络平台表示，自己不仅在辛苦实习
数月后得不到实习证明和背调材
料，甚至错过了应届生身份，从而失
去了秋招、春招的机会。

券商发表声明
暂缓其校招录用流程

值得一提是，前述提到的“gx
证券”在获悉此事件后，于5月下旬
发布了声明称，近期发现有外部人
员冒充公司经济研究所分析师招
聘实习生。主要表现为：相关人员
谎称其为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分
析师，通过微信等渠道发布招聘信
息，在电话面试后告知对方学生被
录为正式实习生，实习六个月以上
可以获得留用机会，并通过微信向
对方学生发送了实习协议等文件，
以假乱真。

该券商表示，上述不正当行为
系外部人员冒充公司员工名义进
行，与公司及公司员工无关。对任何
冒充公司或公司工作人员的不正当

行为，将采取一切必要之法律手段
以追究其责任。

与此同时，中金公司也注意到
虚假实习招聘这一事件，并发布了
严正声明。

就在该事件本以为到此结束
后，有被骗的实习生爆料称，刘某在
德邦证券实习，或将被录用。对此，
德邦证券获悉后于6月10日也发表
了相关声明：近日，关注到外界热议
的“实习生事件”，并于第一时间与
该名同学所在母校——复旦大学取
得联系。目前，校方已在积极调查核
实中。该名同学于2021年11月至12
月期间进入德邦证券研究所实习，
目前尚未入职。得知此事件后，高度
重视并积极配合校方调查核实。在
校方反馈明确调查结论前，将暂缓
该名同学的校招录用流程。

截至发稿，记者在 6 月 22 日从
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校方并未给
予反馈，该名同学仍然处于暂缓录
用阶段。

被复旦大学
取消优秀毕业生

据证券时报，获悉刘某系复旦
大学在读研究生的身份后，曾有被
骗同学于5月23日向复旦大学校长
信箱发送举报信，举报刘某在实习
期间，私自使用证券公司员工身份
私招实习生无偿帮助其完成实习工
作，致使多名同学上当受骗。

6月8日，复旦大学2022年度研
究生优秀毕业生拟获得者名单公示
中，经济学院的刘某位列其中，随后
该事件在网络平台发酵。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此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工作人员与受
骗学生陆续进行沟通，其中提及
校方不会包庇刘某。根据学院工
作人员的转述，刘某称受骗的同
学“不到 10 个”。刘某还曾向学院
工作人员辩解称，每去一个新单
位就把这些实习生拉上，是给他
们一个新的机会。

而对于刘某被举报后仍入选
优秀毕业生拟获得者名单，学院工
作人员称系“乌龙”。据了解，目前
学院对刘某采取的措施包括取消
优秀毕业生等。在更新后的优秀毕
业生拟获奖者公示中，已将刘某的
名字删掉。对于被骗学生提出的其
他要求，学院方面称尚无对应的校
规进行处理。

据了解，目前被骗学生仍在推
动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记
者就相关事宜致电刘某，对方在得
知记者身份后挂断了电话。

对此，有律师表示，刘某的上述
行为暂不构成诈骗罪，但其行为涉
嫌侵犯了被骗实习生的著作权，同
时涉嫌侵犯相关券商的名誉权，被
骗实习生和相关券商可根据《民法
典》相关规定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据每日经济新闻

曾作为《食神》《无间道2》等港片取景地，在香港
仔停驻46年的香港地标建筑珍宝海鲜舫，近日遇风浪
翻转沉没。

2022年6月20日，香港仔饮食集团发布声明称，
香港地标建筑珍宝海鲜舫于6月14日启航离港，原计
划赴东南亚进行维修，18日下午，该船行驶至西沙群
岛附近水域时遇上风浪，船身入水开始倾斜。

根据这一声明，负责航程的拖船公司经过尝试救
援未果，海鲜舫最终于19日全面入水翻转。事件中未有
任何船员受伤。香港仔饮食集团方面称，由于事发地点
水深超过1000米，拟进行打捞亦非常困难，该集团对
海鲜舫的意外感到难过不舍，正向拖船公司进一步了
解事故详情。

记者联系到负责该船拖运的润利海事集团，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暂不希望接受采访，一切以该集团对外
公布的声明为准。

广州某远洋航运上市公司船长曹先生（化名）透
露，珍宝海鲜舫船体本身没有动力，并不适合远洋航
行。至于打捞珍宝海鲜舫，曹先生认为这么做“没有意
义”，打捞的费用将远超残余价值。

从事远洋航运多年并负责船
队安全工作的曹先生认为，珍宝海
鲜舫的沉没事故有些难以理解。

根据曹先生的经验，远洋航运
的主要风险来自恶劣天气、船只碰
撞以及触礁。但根据目前公布的信
息显示，事发时船只所在海域风力
为二级，“相当于没有风的状态，基
本上可以排除是受恶劣天气的影
响”。

曹先生指出，珍宝海鲜舫这类
水上餐饮娱乐设施普遍没有动力，只
是具备保持浮力的功能，需要依靠拖
轮去拖带，“实际上是一个趸船”。这
类长期固定的“趸船”，如果缺乏维修
保养，船底很可能出现严重锈蚀，在
海上航行时可能发生破损进水。

实际上，根据早前报道显示，
2022 年 5 月 31 日，珍宝海鲜舫旁
的厨房船就曾出现侧翻事故，更早
的2016年11月，海鲜舫旁边用作
饲养海鲜的 20 米长趸船，也曾经
出现轻微倾斜，船身一角下沉约1
米，员工需要疏散至海鲜舫主船。

至于打捞珍宝海鲜舫，曹先生
认为这么做“没有意义”。他指出，
沉船处水深达 1000 米，打捞的费
用远超残余价值。另外，沉在深海
1000 米，对通航安全没有明显危
害，珍宝海鲜舫的沉船位置也不会
被要求强制打捞。

记者多次试图联系香港仔饮

食集团及新濠国际求证，但其电话
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据界面新闻报道，香港海事处
于6月21日发布声明表示，在香港
仔饮食集团公布珍宝海鲜舫沉没
消息前，处方并未接获船东通知，
在得悉有关报道后，已立即要求船
东提交书面报告，并会跟进调查。

海事处表示，船东上星期一向
海事处申请出港证，将海鲜舫从本
港水域拖往柬埔寨，在申请出港证
前，船东已聘请验船机构进行相关
检验，确保海鲜舫适宜由香港被拖
往有关目的地。海事处经审阅相关
资料后发出出港证，允许海鲜舫上
星期二从香港仔南避风塘的停泊
位置，被拖离香港水域。

海鲜舫移离香港时，海事处派
出船只到场协调海上交通，沿途监
察以确保在香港水域拖航期间过
程顺利，不会对海上安全构成影
响，期间并没发现异常情况，在船
只离港后，海事处不会继续监察船
只的在航状态。

海事处表示，一般而言，被拖
航不会安排人员在船上，拖船会监
察被拖船只的情况，在有需要时作
出适当处理。至于采用什么拖航方
法，由船东决定，船只的打捞事宜，
一般亦是由船东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习记者 周炜皓

昔 日 地 标 建 筑昔 日 地 标 建 筑 后 成后 成““ 沉 重 负 担沉 重 负 担 ””

珍宝海鲜舫
于 1976 年 10 月
建成开业，建成
时耗资超过 3000
万港币，该船长
76米、宽22米、高

28米，楼高3层，面积约4181平方
米，可容纳超过2300人，有“世界
上最大的海上食府”之称，亦为香
港地标性建筑物之一。

海鲜舫源自广州的“歌堂
船”，即是向渔民提供娱乐的船
只。早在上世纪30年代，香港仔这

个地方还没有酒楼和食肆，不少
从广州来到香港的水上人，就在
香港仔经营“歌堂船”，为香港仔
的水上人提供嫁娶及设宴场地。由
于当时市民想吃新鲜海鲜不是简
单事，而在海鲜舫的食客点菜后，
员工会从海中把鱼拿上来即席烹
调，成为海鲜舫得天独厚的优势。

珍宝海鲜舫自建成以来，到
访宾客人数超过 3000 万人。《食
神》、《无间道 2》、李小龙主演的

《龙争虎斗》、“007”系列电影《铁
金刚大战金枪客》等知名影片，都

曾在船上取景。著名电子游戏《饿
狼传说2》以及《生化危机6》的场
景，亦都是取自珍宝海鲜舫。

在不少老港人心中，珍宝海鲜
舫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香港出生长
大的曾乐怡回忆，知道珍宝海鲜舫
沉没后，家里的长辈聊起过几次这
座特殊的建筑，言语间充满不舍和
遗憾。

2022 年 6 月 21 日凌晨，电影
《食神》导演李力持发文感慨：“充
满经历，非常可惜，永远再见，只
剩回忆。”

资料显示，
香港珍宝海鲜舫
从属于香港仔饮
食集团，其母公
司为“赌王”何鸿
燊家族旗下新濠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根据香港仔
饮食集团在今年5月底披露的消
息，早在 2013 年开始，珍宝王国
（由珍宝海鲜舫和太白海鲜舫组
成）便处于入不敷出、持续亏损的
状态，母公司每年花费数百万港
元为两艘画舫进行检查、维修和
保养，加上疫情的冲击，客流量急
剧减少，至 2020 年 3 月暂停营业
时，累计亏损已达1亿港元。

沉船事故发生前，香港仔饮

食集团曾表示，过去一年，该集团
与十多家企业和机构商讨，无偿
捐赠珍宝海鲜舫，但各方都表示
经营成本高昂，故未能成事。停业
后，每年约需数百万元用于检查、
维修和保养，以满足其牌照及其
他要求，对公司和股东都是沉重
的财政负担。

直到 2022 年 6 月 14 日，因海
事牌照即将到期等原因，香港仔
饮食集团决定将该船从香港运往
东南亚，进行所需的检查、维修和
存放，同时静待新的经营者出现，
为项目寻求出路。启程当日，不少
香港市民冒雨前往香港仔避风塘
与珍宝海鲜舫合影留念。

如今，在香港仔停驻46 年的

珍宝海鲜舫消失于海面，只有远
在 1600 多公里外的青岛，还保留
着这座辉煌建筑的一部分。上世
纪80年代，珍宝海鲜舫收购太白
海鲜舫及海角皇宫，合并成珍宝
王国，其中海角皇宫于 1998 年被
转售至菲律宾，后因经营不善，又
于2011年被何鸿燊赠送给青岛。

2013年，香港仔的珍宝海鲜舫
开始遭遇经营困境，逐渐入不敷
出，而青岛的海角皇宫则宣布开始
重新装修，以青岛海上首家高端餐
饮场所为定位，将成为青岛欢乐滨
海城首个水域启动项目。在当时的
规划中，离开珍宝海鲜舫的海角皇
宫将不再漂浮，改为由固定支架承
托，驻守在青岛海边。

曾经
辉煌

有“世界最大海上食府”之称 到访宾客人超3000万人

入不
敷出

2013年开始持续亏损 对公司和股东都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业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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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处水深达1000米
打捞费用将远超残余价值

实习期间假冒券商分析师
复旦一研究生骗实习生为其打工

惊呆
近日，假冒券商行业分析

师招聘实习生的事件引发热
议。事件一出，国信证券、中金
公司和德邦证券等多家券商都
在近期发表了相关声明。

据悉，该同学为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硕
士生研究生刘某，曾在多家券
商实习期间，以正规分析师名
义给自己招“小黑工”，为自己
服务，并承诺“实习六个月以上
可获得留用机会”。然而，最后
却以“临时缩招，卡学历”为由，
导致这些受骗的实习生在辛苦
实习数月后得不到实习证明和
背调材料，甚至错过了应届生
身份，从而失去了秋招、春招的
机会。

对此，有律师表示，刘某的
上述行为暂不构成诈骗罪，但
其行为涉嫌侵犯了被骗实习生
的著作权，同时涉嫌侵犯相关
券商的名誉权，被骗实习生和
相关券商可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国家卫健委：
对医疗美容等
服务医疗机构
加大抽查力度

中国首艘 全球最大

海上“巨无霸”
来了

6月14日，珍宝海鲜舫被拖离香港 图据 IC 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