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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5月底，“城市因你而美·新华
伴你而行——新华保险关爱全
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已完
成理赔 73 例，累计赔付 674 万
元，其中身故保险金658万元，
伤残保险金16万元，惠及29个
城市的73位环卫工人家庭。

“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是新华人寿保险公
益基金会的主打项目，由新华
保险通过公益基金会向环卫工
人每人赠送 10 万元保额的意
外伤害保险。该项目自
2017年8月22日启动，截
至目前已向全国 66 个大
中城市的587,181名环卫
工人赠送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累计捐赠保额超过

587亿元。
该项目2019年将扩展到全

国100个城市，覆盖环卫工人总
数超过70万人。新华保险希望
结合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和各方
社会公益力量，让更多的环卫
工人感受到保险带来的福祉。

围绕该项目，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还开展了志愿者
联盟关爱活动、交响音乐会专
场演出、设立环卫工人驿站等
系列公益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田园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
轮成品油调价窗口6月11日24
时开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此次调价窗口开启
后，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
今年年内最大幅度下调。

据卓创测算，截至6月10日
收 盘 ，参 考 原 油 变 化 率 跌
至-9.98%，对应汽、柴油下调
幅度分别为465元/吨、445元/

吨，折合升价，92#汽油将下调
0.37元，0#柴油下调幅度为
0.38元。记者以油箱容量在50L
的家用轿车测算，在本次调价
政策落地后，加满一箱92#汽
油将较之前少花18.5元。卓创
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仍面
临向下可能。下个调价窗口将
于6月25日24时开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首次体验、全程参与：
家属陪产给予产妇足够安全感

“之前第一胎，在产房门口和
家人告别的时候，心里真的非常

不是滋味，下午进手术室，直到第
二 天 11 点 我 才 从 手 术 室 里 出
来”，伍女士说，在最需要家人陪
伴最虚弱的十几个小时，全程与
家人失联了。“我们在外面看不到

人，也不知道里面是个啥情况，心
里真的很着急。当她和孩子从产
房里推出来的时候，我直接情绪
失控了”，王先生说。

于是，伍女士在产检得知二
胎还需要剖宫产时，向医院提出
了想让丈夫陪产的请求，“我是个
仪式感很强的人，想着要是孩子
他爸能陪着我，给我勇气和安全
感，一起见证孩子的出生，对于我
们整个家庭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
经历”，术后出产房的妈妈表示，
这次终于不是一个人面对整个分
娩过程，紧张、焦虑的情绪都缓解
了很多。

严格评估、人性关怀：
严格的医疗标准实现陪产愿望

“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但
更多的是激动和期待。”出产房
之后，王先生表示，这次经历让
他终身难忘，虽然是二胎，却是

王先生第一次亲眼见证孩子降
生到这个世界，完整地参与一段
生命的孕育。

由于产房需要无菌操作，一
旦家属进入，即便克服了进入前
精细消毒的过程，也无法彻底杜
绝感染，易给产妇和婴儿带来感
染风险，所以，为了保障母婴安
全，手术室开放日有严格的医疗
标准。“我们对进入产房的家属，
必须要进行严格的评估，无论是
身体状况还是心理承受能力，以
及家属的配合度，都与手术有着
密切关系。”安琪儿蜀汉院区业务
院长李宁说，在进入手术室之前，
安琪儿多学科专业团队对陪产的
准爸爸做了手术流程、院感标准、
术中站位等的详细宣教，保障手
术安全顺利地进行。

剖宫产进行时，王先生全程
陪在伍女士身边。术后王先生表
示，“自从我们提出陪产的要求，

医院就非常重视，并且为我们创
造了陪产的条件，至少证明了一
点，医院敢开放手术室，一定是有
医疗实力的，同时医院也能站在
患者的角度来为患者满足需求，
这让我们更信任医院”。

提高标准、满足需求：
安琪儿带给患者更温暖的医
疗体验

“生孩子一定不只是妈妈一
个人的事情，如果能让家属能够
参与进来，一方面可以对妈妈起
到支持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增
强爸爸的责任感，让整个家庭的
情感连接更紧密。”李宁院长为伍
女士顺利完成手术后，感慨地说，

“其实医院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周围的温
暖，让医院不再那么冰冷、严肃，能
给患者带来更温暖的医疗体验。”

有数据显示，近来欧美发达
国家的陪产率高达 86%~96%，中
国的陪产率却不尽如人意。究其
背后的原因，虽然我国的妇产医
院大部分已能实现自然分娩陪
产，但剖宫产受到各种条件制约，
还很少有医院能够实现陪产。面
对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剖宫产
率，还有不少的中国妈妈的陪产
愿望难以被满足。安琪儿蜀汉院
区近日实现的剖宫产手术陪产，
走在了国内妇产医疗行业的前列。

由于剖宫产手术的特殊性，手
术室开放日的推出对医院医疗技
术、手术流程、院感标准等各方面
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目前一些
医院不愿向家属开放剖宫产的原
因。“对医院和医生来说，家属实时
监督手术过程，是一种督促，让医
疗流程更加严谨，所以我们愿意让
更多家庭享受到我们更优质更人性
化的服务。”李宁院长说。 （王英）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成都安琪儿剖宫产“手术室开放日”，实现家属全程陪产

生孩子，是女性
人生中一个重要而
特殊的时刻，妈妈往
往希望家人能够陪
伴在侧。然而相较于
欧美的高陪产率，中
国的陪产率却不尽
如人意，虽然顺产家
庭的陪产需求基本
可以满足，但剖宫产
妈妈的陪产愿望，几
乎很难实现。

据了解，从今年
6月开始，成都安琪
儿妇产医院蜀汉院
区推出“手术室开放
日”，甄选有剖宫产
陪产需求且满足陪
产条件的准父母，允
许家人进入手术室
全程陪伴。6 月 10
日下午，安琪儿蜀汉
院区的“手术室开放
日”迎来了首位体验
者——伍女士在丈
夫王先生的陪伴下，
顺利实施剖宫产手
术，于14:05平安诞
下了二宝。 手术中，丈夫安慰紧张的妻子

新华保险环卫工人公益项目
累计赔付674万元

憋了太久之后，昨天 A 股
终于迎来了强劲反攻，沪指大
涨73.59点，以2925.72点报收，
涨幅达 2.58%，创业板指数反
弹力度更强，涨幅一度达到
4%，最终收盘上涨3.91%。

个股全面反弹，两市仅仅
只有约 50 只个股下跌。这一
次，A股真的见底了吗？

据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其中提出“允许将专项债券
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
金”，同时“积极鼓励金融机构提
供配套融资支持”。这拓宽了以
往专项债只能做配套资金的用
途范围，引发市场关注。

这个消息，对于股市来说
有多大的关系？

市场普遍认为，此举将缓
解重大基建项目资本金不足的
问题，彰显积极财政政策进一
步加力提效。

博时基金认为，中央印发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央行加大了流动性投放，
财政与货币政策均显示出加强
逆周期调节的信号，引导了市
场对经济增长预期的改善。

从市场表现来看，建材板
块、工程机械板块、建筑类板
块，都处于涨幅榜前列。更为重
要的是，这一重磅消息激发了
涣散已久的市场人气，前期很
多热点板块均出现了复苏迹
象，比如稀土板块、券商股、农

业股等全线大涨。
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值得

持续关注的。那就是海外市场
持续走强，这对A股也是正面
影响。自从上周美联储释放降
息预期之后，近期美股连续上
涨。同时，北上资金也在持续净
流入A股市场。昨天，沪股通净
买入近40亿元，深股通净买入
33.81亿元，显示出非常积极的
一面。而北上资金净买入最多
的，依然是白酒股。其中，净买
入贵州茅台高达10.87亿元，净
买入五粮液近 2 亿元，净买入
洋河股份1.48亿元。另外，海螺
水泥作为基建股的代表，也受
到北上资金的青睐，净买入了
超过5亿元。

好不容易，政策利好引爆
了反弹行情，一根光头长阳线
非常提升信心，同时成交额也
明显放大，沪市成交 2544 亿
元，这也是近一个月来的最高
水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市场
已经见底，未来将催生一波行
情？

技术上看，这一根长阳线
的出现，一举突破半年线、5
日、10 日、20 日等多条均线的
压制，接下来再往上走，就要到
60日均线才会遇到阻力。而60
日均线在3032点附近，同时也
是5月6日大跌留下的跳空缺
口位置。

照理说，向上应该还有近
百点的反弹空间才会遇到重大
阻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短期依
然不要掉以轻心，一切还要看
成交量能否跟上。有了政策利
好，就要看机构们是不是持续

“买账”了。 （张道达）

根据国家
有关部门的最
新规定，本手记
不涉及任何操
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重大消息引爆A股反攻

成品油迎来年内最大降幅 加一箱油便宜18.5元

风乍起，吹皱了一江春水。“6·18”的
风才吹起，空调江湖就已再生波澜。

空调行业里的两个头部企业撕破脸
实名开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讲，或许的
确算是“恶战”；但对消费者们来说，这未
尝不是好事——公开举报和据理回怼，本
就好过组织水军、下黑手；进一步讲，这能
挟眼球效应倒逼空调行业更注重品质，以
免被竞争对手抓住把柄，还可能督促监管
部门更加重视质量检测，最终带动全行业
的质量提升。

该事件中，究竟谁是谁非，单凭涉事
两方各执一词的说法，容易掉进“偏听泥
沼”。有家电领域专业人士分析道，能效比
等关键参数虚标，是空调行业多年的顽
疾，但实际生产环节的数据与实验室数据
有一定范围的误差，也属于正常情况。格
力抖搂出的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几款产

品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是不是合格，也
只有专业判断和权威调查结论才能为纷
争抽薪止沸。而在监管层面已介入的情况
下，公众也不妨“向定论要真相”。

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可以预
见，在格力跟奥克斯的对垒中，肯定会有

“输家”，但消费者必定是赢家。毕竟，二者
激烈交锋的外溢效应，就是空调行业竞争
态势与潜在猫腻能见度的提升，这没准能
为公众提供“避雷指南”。

而“格力PK奥克斯”拿能效比等概念
说事顺带着“科普”合格标准，这能给公众
长点知识，也能为他们摁下正确“消费选
择按钮”提供参考。

所以说，格力举报奥克斯事件，真相
仍需廓清，但明着“怼”的方式多多益善，
至少作为消费者的我对此乐见。

（据新华网）

6月10日，格力电器在其官方微博发文实
名举报奥克斯空调产品不合格，并贴出四川省
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出具的报告，内称奥克斯
空调 8 款机型所检项目存在不符合标准要求
的情况。6月1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
到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四川省电子产品监
督检验所。

检测报告
只对格力送来的一个样品负责

据该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检测报告
只对格力送来的这一个样品负责，不对整个批
次的产品负责。这不是抽样检测，而是送样检
测。格力送竞争对手的产品过来检测没有任何
问题。他指出，四川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是面
向社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任何人都可以送样
品过来检测，委托方并不需要任何资质。收费方
面，按照检测的项目数量和种类不同价格不等。

关于送检的具体流程及相关检测情况，对
方表示，详细采访需主管部门四川省经信厅同

意。四川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正在了解
情况，到时将统一发布相关情况。

律师分析
仲裁质量纠纷，常需抽样检测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江露仙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送样检测通常是指客户
将样品送到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验，检验机构
出具检验结果的行为。抽样检测是指有权抽检
机构按照标准或者一定的抽检方案对某批次
的产（商）品进行抽样检测，并出具检验结果的
行为。检验机构通常只对送检样品的检验结果
正确性负责，而抽检的检验结果通常代表对所
抽样的该批次的产（商）品的质量。因此，在执
法办案过程以及商业质量纠纷的仲裁中，通常
需要进行抽样检验。

官网信息显示，四川电子检验所成立于
1975年，是一个在行政上独立于政府、经济上
独立于产品制造方和使用方的非赢利性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隶属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经费是由四川省财政拨给。该所在1997年
增挂中国赛宝（四川）实验室牌子，隶属于中国
电子产品最大的检验集团——中国赛宝实验
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具备按
国际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企业标准，对电子、电气产品开展各种测试
评价和分析的能力。其中环境、可靠性、节能实
验室提供空调相关检测。机电产品进出口检验
项目可进行产品与相关单据、证书一致性的核
查，以及涉及机械电气性能方面的检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是送样检测
不是抽样检测

格力举报奥克斯空调不合格

检测奥克斯空调的
四川电子检验所：

“检测报告只对格力送来的这一个样品负责,
不对整个批次的产品负责”

格力奥克斯
4轮隔空大战

6月10日

16:08

格力电器官方微博上公开发布了《关
于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
格空调产品的举报信》（下称《举报信》）。

举报信涉及奥克斯8个型号的空调，
格力电器称“经我司实验室（获得CNAS认
可，具备检测资质）实测，奥克斯空调多型
号产品与其宣传、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
大。经我司委托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检测验证，检测结果与我司检测结论一
致，能效比和制冷消耗功率检测均为不合
格。生产销售此类产品不仅严重侵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对国家节能减排环保政
策及市场公平竞争的良性秩序也造成了
巨大破坏。”

6月10日

20:01

在格力电器发出举报信4小时后，奥
克斯随即反击，“格力既非消费者又非国
家监管部门，其声称消费者向其举报我司
产品问题，明显不合情，不合理，漏洞百
出。正当618空调消费旺季来临之际，格
力采用诋毁手段，属于明显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

6月10日

21:33

格力电器再次出击，发文称“用事实
说话！我们已准备好充分证据供监管部门
调阅，并视情况适时向社会公布。”并贴出
了有四川省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简称四
川电子检验所）盖章的报告图片。

6月10日

21:41

奥克斯再度回
应格力，并借用其
董事长郑坚江话语
表示：欢迎监督，共
同营造民族品牌质
量声誉。

蝴蝶效应
掀起空调行业风暴

6月10日

23:41

在双方隔空对战两轮之后，市场监管总局对
格力的举报深夜回应称，高度关注，已于当日下
午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快
进行调查核实。

6月11日

上午

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示，关注到格力举报奥克
斯事件，中消协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此事关涉产
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中消协对此高度关注。中国
消费者协会注意到，事件已经引起广大消费者的
担忧和不安，也引起有关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该协
会期待尽早给出结论。同时，该协会呼吁相关经营
者始终树立“消费者优先”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品
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6月11日

上午

格力贴出的质检报告检测方——四川省电子产
品监督检验所所长张良龙表示：的确做了相关检测，
对格力电器的送检样品的检测结果负责。并指出，客
户进行委托，四川电子检验所就按照委托，根据规定
流程来做检测。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证券时报

■声音

龙头企业明着“怼”好过黑公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