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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 昨天，吉
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
举办“吉祥讲坛百人聆听”活动，
邀请了湖南省知名养生专家李定
文教授现场讲解冬季养生及保健
知识， 并聘请了共青团湖南省委
副书记钟娜等八名来自社会各界
的客服质量监督员。 今后， 八名
“特邀客服质量监督员”将在吉祥
人寿的销售、承保、理赔、增值服
务等环节， 对客户服务各项服务

举措的执行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
义务监督， 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
的合法利益。

作为湖南唯一保险法人机构，
吉祥人寿已迈入发展的第五年，总
资产成功突破130亿大关， 客户数
突破1400万人，分支机构拓展到五
个省份。2016年保监会公布的保险
行业服务评价中， 吉祥人寿获得
AA级，跻身于行业前列。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李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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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 ~12
日， 京都念慈菴第四
届养肺中国行“全民
健身” 快闪趴惊现长
沙街头。 不仅有歌手
倾情献唱， 还有健将
猩猩和青春活力的少
男少女跳养肺健身
操， 更有健身教练现
场教学、PK， 传播健
康养肺的理念， 这场
维持了两天的“全民
健身” 活动引起了众多市民的关
注。 据悉，2014 年京都念慈菴就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养肺
行动”，今年也在以往行动的基础

上，更加关注肺部健康。通过全民
健身养肺的新理念， 提升大家的
养肺意识， 更希望能将“全民健
身”的理念传递给社会大众。

京都念慈菴第四届养肺中国行
“全民健身”闪现长沙

11月 19日， 第 64届澳门格兰披
治大赛车在东望洋赛道完美收官。 经
过激烈的争夺， 来自英国的车手丹尼
尔·迪克特姆获得了本届三级方程式
大赛（F3）的冠军。今年是优科豪马轮
胎第 34次牵手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这项世界级赛事，不但为“澳门格兰
披治三级方程式大赛(F3)” 比赛提供

轮胎，在同时举行的“FIA 世界房车
锦标赛（WTCC）” 上全部赛车也都装
配了优科豪马“ADVAN” 系列高性能
轮胎。

2017年是优科豪马轮胎成立一百
周年， 为本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提
供轮胎表示品牌将在下一个百年继续
支持赛车运动， 也显示出优科豪马轮 胎对产品品质的信心。

感恩节将至， 如何表达对父
母的感激成为子女们共同关注的
话题。

作为子女， 除了在情感上照
顾、关心老人外，物质上也应为父
母构筑保障。与年轻人相比，老年
人风险承受能力更低， 感恩节送

他们长期稳健的养老主题基金作
为暖心礼物， 不失为一个明智的
选择。 例如国内首只生命周期债
券基金———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基
金， 成立 6年多以来年化收益达
11%以上， 获得银河证券三年期
“五星级” 最高评价。

工银瑞信养老
“黄金搭档”为“银发生活”添财百年优科豪马再战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公益的内
涵不断延伸与深化，作为家电行业
的领导品牌，奥克斯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感， 先后联手鄞州团区委、时
尚集团发起公益计划，打造绿色公
益跨界。

公益跑鞋计划，温暖一座城
今年 10月， 奥克斯和鄞州团

区委主办的奥克斯荧光乐跑空降
宁波，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近千名
夜跑爱好者参加。

同时在现场， 奥克斯还联合鄞
州团区委发起公益跑鞋计划， 更是
邀请首席产品艺术官欧阳娜娜作为
公益行动的见证者， 向更多跑友传
递正能量。

其实早在去年 9月， 奥克斯就首
度在宁波发起公益跑鞋计划， 邀请热
情的宁波跑友一起为贫困山区的儿童

送上一份爱心。据统计，奥克斯已累计
向各项慈善公益事业捐款 2.7亿元，涵
盖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携手时尚先生，打造明星公益林
当年轻的家电品牌遇见时尚前沿

的时尚先生， 用彼此的力量和影响力
为社会公益事业加持。

此番合作， 奥克斯将时尚和公益

结合在一起， 借助明星的影响力，
影响更多的社会个体，用他们的爱
心和付出，一同为公益发声。

品质和公益一样，不忘初心
据了解，奥克斯长期以来持续

关注环保与公益事业，在产品设计
和制造上贯彻落实绿色环保理念。

在 产 品 功 能 上 ， 独 创 的
AUT-Smart功率智能可调技术就
是一大亮点，该技术将空调与国家

电网云端相连，通过 APP调控空调的
功率，实现最大限度的节能省电，这一
技术是奥克斯对绿色健康生活理念的
践行。

奥克斯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向更多人传递公益力量，
从贫困儿童到绿色公益树苗， 每一步
都是奥克斯为中国公益写下的新时代
注脚。 一起以爱之名，为公益而行！

为爱先行，奥克斯携手时尚先生打造明星公益林

王庆坨镇，位于天津市武清
区。2016年2月， 王庆坨镇政府
网站公布了镇“支柱产业概况”
———自 行 车 产 业 占 全 镇
GDP75%，吸纳全镇60%以上劳
动力，自行车产量占全国年产量
七分之一。这个被外界称为“中
国自行车第一镇”的小镇，常住
人口只有4万多人， 但聚集了六
七百家各类自行车整车和零部
件生产企业，2万多人在从事与
自行车有关的工作。

曾经辉煌，工人上班几班倒

2016年与2017年之交共享
单车风口骤起之时，王庆坨镇也飞
上了风口，从零部件生产到整车组
装，几万到几十万辆的订单朝这个
“中国自行车第一镇”涌去。“一夜复
活， 满地是钱”———有媒体曾这样
形容当地的自行车产业。

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让镇
上的企业家们都觉得难以置信。
天津聚友自行车公司总经理菅
顺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
是自己入行18年来的最大机
会！在他的印象当中，过去1000
辆车的订单就是“大单”了。但共
享单车平台给出的订单“动不动
就几万辆（件）”。

订单大量涌来的时候，不少
企业甚至采取了人休机器不休，
工人几班倒的工作方式。

如今萧条，企业拖欠工资

如今，大半年过去，国内多
个城市出台共享单车限投令，共
享单车市场加速洗牌， 悟空单
车、3Vbike和町町单车三家共
享单车企业相继倒闭。“共享单
车坑了不少人”， 王庆坨镇一家
单车工厂人士告诉记者，有不少
工厂被拖欠货款，金额从十几万

到200万都有。
4月份，美邦车业曾对外宣称

接到了40万辆“小蓝车”的订单。
这一度让美邦车业兴奋不已，但
夜以继日开工了一个多月后，美
邦车业发现成为“小蓝车”的供应
商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生产
了不到3万辆车就中止合作了。”
美邦车业一名员工不愿意透露公
司与“小蓝车”为什么停止合作，
“不是我们这边的原因。”

师傅老王已经半年没有领
到工资了，“领导总说钱紧张，那
你说还怎么好意思要？” 老王是
天津美邦车业一名普通的工人，
他没想到， 工资一拖就是半年，
如今美邦车业已经停工，绝大部
分工人都已经离开，“不少工人
的工资都没发全。”

市场冲击，小企业面临淘汰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
如今共享单车的洗牌期已到来，一
些资金弱、运营差的共享单车小品
牌企业或会率先被市场淘汰，“二
线的共享单车都非常危险。”

来自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
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
一季度，北京市半数自行车门店
关停，自行车市场销量下滑超过
50%。其中，千元以下自行车销
售受影响最大。

“在共享单车整体行业频频
出现融资困难，面临押金挤兑风
波的背景下， 企业要想活下去，
只有走‘强强联合’之路。”宋清
辉建议， 共享单车可以考虑合
并，这意义重大，因为不但能够
增强抗风险能力，而且对于共享
经济的健康发展亦具有积极影
响。“两方或多方的合并不仅有
助于在生命周期方面得到提升，
还能够谋取更大的利润空间。”

■据法制晚报

共享单车洗牌波及“自行车第一镇”
曾经机器不休工人几班倒 如今部分企业工资拖半年 小品牌企业面临淘汰

吉祥人寿公开聘请客服质量社会监督员

本报 11月 21日讯 今日，
2017年湖南口味王集团在长沙音
乐厅举行“和成天下槟榔新品发
布暨战略成果发布会”，揭晓了和
成天下30元新品形象。与此同时，
口味王还表示， 未来还将推出60
元，甚至100多元/包的高端产品。

据了解， 和成天下是坚持
100%用海南槟榔原果的企业，采
用“18道精制工艺“制作。2017年
8月，口味王集团斥资千万元建国
内首个槟榔行业具有国家级
CNAS认可资格的食品安全检测
中心。 ■记者 胡锐

槟榔走高端路线,�或百元一包吸眼球

经过一年多的发
展，共享单车已进入“洗
牌”阶段，酷骑、小蓝先
后退出竞争， 针对共享
单车管理问题的质疑声
也愈发激烈。20日， 深圳
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
理立法举行听证会，市
民、企业和主管部门等代
表就深圳市交通运输管
理委员会起草的《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管理方案》进
行了讨论， 重点关注在
政府监管、 押金处理以
及车辆管理等方面。

在方案中， 深圳交
委针对共享单车行业管
理提供了备案、 普遍许
可和特许经营三种选
择。进入机制方面，备案
制要求企业在提供运营
服务前向政府主管部门
办理备案登记； 普遍许
可需要主管部门对企业
的资格条件进行实质性
审查， 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授予许可； 特许经营
则指主管部门通过招
标、 招募等方式确定经
营主体。 而在退出机制
上， 普遍许可和特许经
营两种方式中， 政府主
管部门可以要求企业退
出市场。

听证会上，多数代表
倾向于备案制。深圳市人
大代表杨勤表示，备案制
与社会共治的大方向相
吻合。 ■据新华社

共享单车管理
深圳立法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