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
援

6月24日，救援人员在夜色中继续搜救。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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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警方23日证实，
14日导致至少79人丧生的格伦
费尔大楼火灾， 是由四层一房
间内一台冰箱起火引发。此外，
大楼刚铺设不久的外墙材料，
未能通过安全检测。 警方将考
虑以过失杀人罪等罪名起诉相
关责任主体。

伦敦警察局官员菲奥娜·
麦科马克说， 专家们现已得出
结论， 这场二战以来伦敦致死
人数最多的火灾， 是由一台型
号为FF175BP的“热点”牌冰箱
失火引发， 冰箱失火并非人为
原因。

“热点”牌家电在欧洲和亚
太地区的业务归美国家电巨头
惠而浦所有。

惠而浦公司说， 正与英国
当局合作调查。惠而浦说，失火型
号的冰箱生产于2006年至2009
年，共生产了6.4万台，此前从未发
生过召回事件。

英国政府要求立即对该型
号冰箱进行技术检验， 将根据
结果决定是否进一步采取行
动。英国政府同时说，拥有同款
冰箱的人没必要因担心起火停
用。 ■据新华社

6月24日6时许，四川阿坝
州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发生山
体高位垮塌， 造成40余户农
房、120余人被掩埋（已基本掌
握118名失联人员的信息），岷
江支流松坪沟河道堵塞2公
里。 灾情发生后，武警部队共动
用1155名兵力、195台（套）装备
机械参与抢险救援行动。四川省
公安消防总队共调派133辆各
型救援车辆、739人救援队伍赶
赴现场。截至18时30分，已通过
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多种探
测方式进行全力救援，共搜救
出6具遇难者遗体。

灾害发生后， 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四川省全力组织搜救被埋
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
亡、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并妥
善做好失踪人员亲属和受灾
人员的安抚安置工作。国务院

要派工作组前往指导抢险救
援，慰问受灾群众。目前，已进
入主汛期， 多地出现较大降
雨，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灾
害防范，排查各种隐患，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
求全力组织搜救，尽力减少人
员伤亡， 并抓紧排查周边地质
灾害隐患， 尽快转移受威胁群
众，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查清
垮塌原因，妥为善后处置。国家
减灾委要督促各地切实加强各
类灾害防范和安全生产工作。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
强要求， 国务院立即派工作
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
作。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
援工作。四川省、阿坝州已启
动地质灾害Ⅰ级应急响应。
目前， 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
张有序进行。

情感关系是维系家庭、 社会和谐的
纽带，一直广受关注。 近 10多年来，由于
人们对家庭情感关系的重视以及分工的
专业化， 社会上出现了婚恋网站等情感
服务机构，为人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并成
长起以百合网为代表的一些业内领导品
牌。

随着行业发展的逐渐成熟，情感业
务已远远超过婚恋交友范畴， 婚姻变
故咨询、家庭冲突调节、家庭危机干预
甚至分离第三者等情感业务都有所涉
及。

据了解，百合网等最早一批情感服
务机构， 大都是以婚姻交友服务为起

点，逐渐完成对婚恋咨询、婚庆礼品、金
融等业务的立体化覆盖。 值得关注的
是，在构建婚恋生态圈的过程中，百合
网还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发展出了婚
姻变故咨询、家庭危机干预等一系列情
感细分领域， 从而走上纵深化市场道
路。

做家庭情感关系外脑 百合网引领情感业务市场发展

热度持续近一个月的天
弘基金 618 理财节迎来收
官。

天弘基金从成功打造业
内首个理财节到获得各界认
可， 天弘基金用 3 年时间让
618 理财节 “致力投资者教
育、践行普惠金融 ” 的理念
深入人心。

本届 618 理财节， 天弘
基金继续采用创新财商教育
模式，改变枯燥的传统说教，
并拿出一亿元体验金红包，
用真金白银回馈广大用户。

整个 618 理财节期间，
天弘基金不仅跨界携手首汽
约车在线下发起 “一心一
‘亿’ 拼手气” 活动，还在线
上发起 “去年 618 买的东西
去哪了” 、“爸， 我没钱了”
等一系列互动话题， 更针对
各类人群面临的财务困境，
推出 “天弘理财解忧室” 系

列文章， 为不同人群提供适
合自己的“21天理财进阶指
南” 。

此外， 天弘基金还开启
了 5 天全场免申购费大型回
馈活动。

一套“组合拳” 下来，参
与者不仅能收获包括现金红
包、618 万元理财体验金、节
约成本等各种实际收益，更
是接收到了天弘基金传递出
的正确理财观， 并进而认识
理财、学习理财。

作为拥有超 3 亿用户的
公募基金公司， 践行普惠金
融一直是天弘基金坚守的方
向和目标。

今年 618 理财节， 天弘
基金通过线上线下活动的无
缝配合，让用户在轻松、愉悦
的活动中收获惊喜、 学习知
识， 更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
双丰收。

天弘基金线上线下“组合拳”
圆满收官 618理财节

说起南方美景， 在很
多人的心里一般想到的
都是苏州园林 ， 杭州西
湖。 但在南方很多有趣的
城市里，还有很多令人流
连忘返的美景，例如东莞
的南昆山。

对于北方人来说，六
月可能还是开春，但对于
南方人来讲，却早已是遍
地鲜花 、万紫千红 、五彩
缤纷的了。 趁着这个好时
间，启辰 T90 东莞车友会
会长组织了一次非常丰
富的车友聚会。

这一次运气不错报上
了名， 跟随东莞启辰 T90 车友会的脚
步，一起驾驶着 T90，逛了逛我们东莞
的南昆山。

出来混，颜值和实力都不能少。 假
设说你只是实力强劲但外表不足，可能
第一样就被抛弃，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更别想说成为网红了；长得好看但只是
个花瓶， 例如一些明星唱个歌都跑调，
即使一时刷屏也会被潮流所抛弃。 所
以，颜值与实力全面发展才是硬道理。

选部好的车也是一样。除此之外还
得有一个卖点：性价比高！ 我们这一代
的年轻人出了社会，不想啃老，但手头
上积蓄也不多， 想要买一部颜值过人，
驾驶也舒服的车，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天

方夜谭。 但这次东莞车友会证明了，选
择小九，是我人生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
之一。

前轮翼子板上逐渐上扬的犀利腰
线，溜背式的车顶线条以及轮拱位置的
肌肉线条在车尾汇成一体， 年轻时尚；
大尺寸眼角式的头灯组看起来很有视
觉冲击力。 车尾造型也特别饱满，层次
感 十 足 ， 黑 色 高 光 装 饰 板 和
“VENUCIA” 银色字的点缀， 更显逼
格。 当时我们一排车停在路边的时候，
吸睛率爆棚。 除了姑娘们艳羡的眼光
外，常常还有人来搭讪问是什么车。

说完外观当然得说说空间，T90 最
不怕比的就是空间！ 乘坐空间极其舒

适 ， 作为一个 186 的壮
汉,当我坐后排的时候，头
部还有两拳的距离， 膝部
也有盈余。 后备箱智能分
隔，用起来丝毫不闹心，轻
而易举放 3 个 24 寸的行
李箱。 在车友会玩耍的过
程中，有个小游戏叫“置物
大比拼”，就是在有限的时
间内看谁能在 T90 的后
尾箱中装下更多的东西。
T90 的表现真的是太让人
惊喜了。

关于操控的话， 这次
T90 的表现也是出乎我的
意料。 在会长的带领下，

我和另一位兄弟选择了一段泥泞的山
路进行越野体验。 悬架不是吹的，只能
感觉到轻微颠簸的感觉； 操控顺畅，转
弯半径很小， 在过程中有几次急刹车，
也没有特别大的顿挫感，对小九的越野
性能有了新的认识。

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车友会的组
织， 在这次活动中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也聊了很多关于车的保养知识。

小九相伴已经有了 8 个月了，除了
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便利外，也为
我单调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浓郁的色彩。
也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
们这些车主能够聚在一起，共同开启美
好的生活篇章！

T90惊喜记———启辰 T90东莞车友会活动

6 月 14 日贵州茅台一骑
绝尘再创历史新高，为消费行
情又注入一支强心剂。

今年以来， 包括电器、食
品饮料、医药等在内的消费板
块白马股持续走强，多只个股
迭创新高， 受益于市场表现，
消费主题基金今年上半年业
绩格外抢眼。

根据 Wind 资讯数据，截
至 6 月 13 日工银瑞信消费服
务混合基金今年以来涨幅达
12.89%， 跑赢同期业绩基准
6.27%。

上海证券表示，结合目前
的经济数据以及相关政策来
看，2017年大消费行业持续走
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消费白马股走强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投资价值凸显

四川茂县山体垮塌 120余人被掩埋
已搜救出6名遇难者 国务院派工作组前往指导抢险救援

伦敦高楼大火原因查明
“热点”冰箱是起火点

灾情发生后， 武警部队迅速
调集武警内卫、黄金、水电、交通
部队等多支精锐救援力量， 携带
大型专业救援装备， 赶赴现场展
开救援工作。截至18时，武警四
川总队和武警黄金三总队、 水电
三总队、 交通一总队共835名兵
力、156台（套）装备机械已到达
现场，正在展开抢险救援行动。武
警四川总队和武警水电三总队共
320名兵力、39台（套）装备机械，
正在火速赶往灾区途中。

四川消防指挥部立即调派

茂县消防大队4车18人、 松潘县
消防大队2车14人、 阿坝州消防
支队全勤指挥部3车21人先期赶
赴现场救援。目前，成都、德阳、绵
阳、内江、乐山、雅安、遂宁、凉山
等8个消防支队消防增援力量
124车、686人（含7个重型队、1个
轻型队、25只搜救犬、31台生命探
测仪、57台重型施工救援车、33
辆战勤保障车） 全力投入救援，
省政府调派的挖掘机25辆、推土
机25辆等大型机械救援装备正
赶赴现场救援。 ■据新华社

武警部队1100余名官兵全力投入救援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四川省茂县山体高位垮塌事
故发生后，当地交通部门已启
动全省高速公路应急抢险保
通保畅工作预案，保障应急抢
险救援车辆快速顺畅通行。都

汶高速、成灌高速对社会车辆
全线关闭， 只通行救灾车辆。
现场除救援车辆以外，禁止社
会车辆进入。 经了解，事发前
有142名游客在景区游览，目
前，所有游客已撤出景区。

禁止社会车辆进入 保障救援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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