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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种植与修复高端学术
交流论坛明日召开

6月9日， 湖南口腔医学领域
将再次迎来一场高规格的盛会。
第一届识捷&美奥口腔医院种植
与修复高端学术交流论坛将在美
奥口腔医院隆重召开，届时，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口腔中心副主
任、 口腔修复专科主任湖南冯云
枝教授将作为主讲人。 冯云枝教
授是北大口腔修复学博士， 担任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
员会常委， 湖南省口腔医学会副
会长、 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等。

本次论坛聚集了众多国内口
腔医院、 国内种植修复名家40余
名，聚焦口腔种植修复专业，会议
内容包括种植修复设计与材料选
择、修复技术相关学术研讨，就种
植修复技术及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等做演讲和交流。

据悉， 此次美奥口腔医院联
合识捷厂家举办的种植修复高端
学术交流论坛是美奥口腔医院继
种植、 正畸峰会后的首届种植修
复高端学术交流论坛， 旨在为进
一步促进口腔临床医学的学术交
流， 为广大口腔业务骨干提供学
习口腔医学新理论、 新技术的平
台，更新专业知识，尤其是了解国
内外在义齿种植、 口腔美容等方
面最新的技术和方法， 进一步提
高口腔医学的研究水平和临床服
务水平， 促进湖南口腔种植修复
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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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延长减产政策尘
埃落定，国际油价接连走低。6
月9日24时， 我国将迎来年内
第十一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
口。 业内研究机构根据当前
国际油价走势判断， 我国成
品油价格有望迎来年内第五
次下调。

延长减产调节原油市场

5月25日， 欧佩克和俄罗
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延
长减产协议，决定将去年底达
成的日均减产约180万桶原油
的协议延长9个月， 以调节国
际原油市场平衡。

原本6个月期限的减产协
议，如今变成了15个月，产油
国减产救市决心坚定。 不过，

市场上投资者似乎并不领情。
当日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大跌4.8%；布伦特原油期货价
格大跌4.6%。

中金公司能源研究员郭
朝辉说，参与减产的产油国数
量没有增加，减产数额也没有
扩大，除了已知的执行期限延
长9个月外， 这次议产结果并
没有给市场带来更多惊喜。因
此，投资者信心受挫，资金流
出。

原油供应过剩担忧加剧

6月5日，沙特、阿联酋等
国家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
关系，这次风波涉及多个欧佩
克成员国，引发投资者对国际
油价走势的担忧。

另外，近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将
进一步刺激美国本土页岩油
气生产。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
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吴力波认为，目前，美国页
岩油气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贡
献了大量就业和税收。特朗普
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传统
化石能源产业发展形成支撑，
而对全球清洁能源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

美国能源信息局6日发布
报告预计，2017年美国原油平
均日产量将增至 933万桶 ，
2018年将进一步提高到1001
万桶。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
国际原油供应过剩的担忧。

■据新华社

以旧换新，废旧家电
可立抵550元！

本报6月7日讯 6月9日至6
月18日， 以旧换新旧家电可立抵
550元！记者今日了解到，近日国
美在全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
动，解决废旧家电处理难题。

众所周知， 废旧家电处理不
当会给土壤和水源带来严重污
染。因此，一台家电的生命周期，
还应当包括环保、科学地回收、拆
解、分选，直至作为生产原料回收
再利用。

据有关机构调查显示， 近两
年家用电器已经进入更新换代的
高峰期， 我国家庭每年要囤积和
闲置2000万台以上的旧电视、电
脑、冰箱等电器，电器垃圾的处理
需求已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 针对消费者在
废旧家电处理过程中缺少便捷渠
道、价格不透明、隐私被泄露等痛
点，6月1日至6月18日活动期间，
消费者可通过国美管家、 国美
Plus、各地门店和400客服热线四
大渠道预约上门收旧服务， 消费
者凭收旧凭证到店领取550元
（400元门店补贴 +150元国美
Plus补贴）高额收旧补贴，凭收旧
补贴购新家电享受对应的补贴直
降优惠。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欧彦文

在 全 民 消 费 升 级 的 当
下， 中国的很多城市正爆发
出惊人的海外购物消费能力。
近日，中国海外购物平台洋码
头发布的《2017上半年中国海
淘消费报告》显示，作为长江
中游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长
沙， 海淘消费力增速非常快，
较去年同期增长达16%，人均
客单价达441元，高于一线城
市广州。消费偏好方面，长沙
人呈现出购买品类多样化 ，
但依旧以实用主义为主的消
费特点。

剁手党们需求日趋多元化

家住雨花区的徐晓是一名
典型的90后， 第一次接触海外
品牌是4年前在微博博主的推
荐下购买了一款氨基酸洗面
奶， 觉得很好用， 从此被博主
“种草” 了一大批海外品牌，开
始购买各种日韩化妆品、 美国
的包包以及各种首饰， 现在到
全家人的衣服、鞋子、日用品，
都通过跨境电商网站一手包
办。

在被调查的海淘消费力城
市中， 长沙人海淘消费人均客
单价达441元， 在全国排名居
中，比一线城市广州还要高。同
时，对比去年同期，长沙的整体
消费金额上涨近16%， 消费潜
力增长很大。

数据分析显示， 中国海外
购物消费人群正在从大城市向
中小城市延伸。今年上半年，海
淘消费金额增速最快的十大城
市均分布在二三线， 并且不乏
西宁、银川等西部黑马。随着海
淘的愈发普及， 剁手党们的需
求也日趋多元和个性化。

爱买护肤品和保健品

随着消费趋势和收入水平
的变化， 不同于以往海淘集中
于奶粉尿布等必需品，如今，长
沙人的海淘消费呈现出虽品类
多样化、五花八门，但依旧是实
用主义等特点。 根据洋码头数
据显示， 长沙人最爱买的海淘
品类前五分别是护肤品、 营养
保健品、女装、男装、女包。从最
爱买的品类增幅来看， 护肤品
和保健品以及家居用品排在前
三位。

从数据榜单上还可以看
到，2017年上半年，长沙人最爱
买的品牌包括护肤品牌AHC、
Balea和保健品牌Swisse，而
增幅最快的则是一些耳熟能详
的 大 牌 ， 如 Dior、WHOO、
Coach、MK等， 也验证了长沙
人消费力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买买买也
不再是女人的天下， 在洋码头
数据榜单TOP10中， 出现了几
个男性用的品类，如男装、男鞋
和男包等也成为长沙今年消费
上涨最快的几大品类， 男性消
费正在崛起。

■记者 杨田风

5月24日， 作为成立10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泰康养老联
合北京中外企人力资源协会
在京举办第一届中国薪酬福
利论坛，吸引了来自国内各行
业的400余位企业人力资源负
责人参加。

泰康养老董事长李艳华

透露， 目前泰康“弹性福利平
台”覆盖员工数已经超过260万
人，参与企业近1.7万家，实现
员工福利自主选择、 实现保障
由企业向个人和家庭的延伸。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
CEO陈东升表示，经过21年发
展，泰康已从单一寿险公司成

长为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
大板块，全力打造“活力养老、
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
怀”四位一体商业模式，以大
健康为核心的大型保险金融
服务集团。

■王志平 尹婷婷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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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码头发布《2017上半年中国海淘消费报告》

长沙海淘消费力超一线城市广州

产油国达成延长减产协议 国际市场接连走低

国内油价有望迎年内第五次下调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
定，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
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
工作日调整一次， 调价生效时
间为调价发布日24时。当调价幅
度低于每吨50元时， 不作调整，
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按照定价机制，6月9日24
时，本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
将到来。由于近期国际油价走
势低迷，业内研究机构普遍判

断，我国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
年内第五次下调。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6月
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6日
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
为-3.15%，且未来两日变化率
负向幅度可能继续加深，对应
的下调幅度约在每吨 120到
140元之间， 折合每升下调0.1
元左右。

根据能源研究机构安迅思

模型测算，6月9日24时汽、柴油
价格有望下调每吨150元，折算
到升价，90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
升分别降低0.11元和0.13元。

这是今年第十一轮成品
油调价周期。今年以来，我国
成品油价格已经历了四次上
调、四次下调、两次搁浅，总体
而言，价格跌多涨少，汽、柴油
价格累计分别下跌了175元和
165元。

今年我国油价跌多涨少

1.7万家企业选择泰康“弹性福利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