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2021年开年以来， 资本市
场风起云涌，市场对牛市的猜想
愈演愈烈。然而，越发火热的市
场对投资人选基、择时能力带来
更多考验。继中欧股票全明星策
略组合在蛋卷基金成功上线之
后，中欧基金旗下子公司中欧财

富近日将再次与蛋卷基金牵手，
为其平台用户推出升级版投顾
策略“超级股票全明星”，旨在通
过专业的投资管理、持续的顾问
式服务，为个人投资者在追求权
益投资的道路上提供一份专业
的力量。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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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权益基金的大丰
收年中， 实现领跑的基金及其
基金经理尤为受到投资者关
注。如由“成长猎手”单文管理
的工银瑞信信息产业混合基
金， 凭着出色的主动投资能力
及对科技股行情的精准把握，
2020年收益率达120.57%，在
银河分类的同类基金中居首，
同时跻身全市场主动权益基金

前30强， 为投资者创造了出色
的超额回报。

作为工银瑞信内部培养成
长的新锐基金经理，单文是一名
经验丰富、主动投研能力出色的
“成长猎手”。他拥有11年投资及
研究经验，2014年加入工银瑞
信，现任工银瑞信权益投资部权
益投资能力一中心及七中心负
责人。 经济信息

在历时14天的漫长救援后，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事故现场传
来消息： 当天新发现的1名被困
人员和此前有联络的10名幸存
被困人员悉数升井！

救援突破速度超出预期

从救援陷入瓶颈期到被困
人员升井，突破速度之快，超出
所有人的预期，格外令人振奋。

1月21日，多位专家评估测
算，主要救生通道回风井井筒距
井口350米至446米处， 有厚度
近100米的严重堵塞，障碍物大
约有1300立方米、70吨重。由于
障碍物体量过大，井筒完全打通
预计至少还需要15天。

但不到3天后， 救援工作就
迎来转折点！

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
总工程师肖文儒介绍，24日凌
晨，救援人员清理掉井筒内的细
碎障碍物后， 发现下方有空洞，
障碍物主要是大件物品，清理速
度由此加快。

在作业过程中，救援人员在
井下“四中段”新发现一名身体
极度虚弱的被困人员，并于11时
13分将他救回井上，送往医院。

当天中午，记者从事故应急
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救生通道终
于被打通。针对此前已取得联络

的“五中段”10名幸存被困人员
的营救，随即展开。

还有10人处于失联状态

13时32分，第二批3名被困人
员戴着黑色眼罩、身穿军大衣，乘
坐吊桶从回风井井筒平稳升出地
面，救援现场传来热烈的掌声。率
先从吊桶中出来的被困人员由救
援人员托起、抬上担架，送上早已
在此等候的救护车。后续2人可以
自主行走， 由救援人员搀扶着走
上救护车，被送往医院。

3人、3人、2人、2人，随着吊
桶的一次次往返，被困人员陆续
回到地面。最后一趟，一名获救
矿工朝着掌声传来的方向，双手
合十，表示感谢。

升井通道旁，来自中煤五建
的救援队员们穿着满身油污的
作业服，静静地看着被困人员陆
续升井。 一名救援队员告诉记
者，多日来他们持续在井筒内轮
流清障，如今终于等到了希望的
结果！

11名被困人员顺利升井，但
救援工作还没结束。除此前已确
定没有生命迹象的1名被困人员
外， 目前还有10人处于失联状
态。 已发现的被困人员升井后，
救援人员已开始继续搜救。

■据新华社

好消息！11名矿工被困14天后重见天日
山东栖霞笏山金矿救援搜救继续进行 尚有10人处于失联状态

78岁的药剂师杰里·夏皮罗
属于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的优先群
体，但是美国开始接种以来，他等
了一个多月才轮上。31岁的戴维·
麦克米伦与朋友逛超市时， 却幸
运地接种了药店所剩最后两剂
“没人打”的疫苗。

美联社说，在美国，要获得新
冠疫苗接种， 经常需要在正确的
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夏皮罗和老伴住在加利福尼
亚州洛杉矶市。 美国去年12月开
始接种后，他打了许多电话，在网
上大量查询，想预约打疫苗，但徒
劳无功。

优先接种人群接种难， 但有
时有些地方疫苗出现“剩余”，非
优先人群中一些人幸运“捡漏”。
麦克米伦本月初与一名朋友在华
盛顿一家连锁超市购物时， 超市
内药店一名女职员问他们是否愿
意打疫苗，因为药店“10分钟后就
关门”，还剩两剂疫苗，如果没人
打“就得扔了”。麦克米伦和朋友
欣然接受。他把这一“奇遇”的视
频上传社交媒体后， 超市经营方
接到大量咨询电话； 许多人前往
超市，希望碰碰运气。

美联社报道，在纽约市，一个
接种站有剩余疫苗的传言吸引了
数百人排队，引发交通堵塞。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已经采
取“摇号”方式分配“剩余”新冠疫
苗。“一名护士说， 我现在应该去
买彩票。”22岁的杰西告诉美联社
记者。他从一张有1.5万人的意向
接种名单上被抽中。

■据新华社

20名员工新冠肺炎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59人， 食品已流
入市场， 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
公司一“企”激起千层浪。

病毒传播链条是怎样的？

48岁的黄某某家住哈尔滨
利民开发区玉乡村王太屯，3日
至15日， 他像往常一样在黑龙
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上班，期
间8日参加了同村居民葬礼，14
日参加了农村人口核酸检测。
19日， 黄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
炎无症状感染者。

当地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对企业封闭管控，对其产品、环
境、员工进行全面核酸检测。截
至23日，已发现79例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与黑龙江正大实
业有限公司相关联， 其中绝大
部分为企业员工。

黄某某是该公司发现的首
例无症状感染者，他是如何感染
新冠肺炎的？哈尔滨市有关部门
透露，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
发生的聚集性疫情，均为该企业
已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
关联病例。部分病例标本基因测
序结果显示，与望奎病例同源。

业内人士表示， 有关部门
应进一步加快疫情信息公开，
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购入的食品如何处置？

公开资料显示， 黑龙江正
大实业有限公司是黑龙江民营
企业百强之一， 业务集饲料工
业、畜禽业、肉食品加工业等为
一体， 产品在黑龙江省内占有
不小的市场份额。

“刚买了几袋正大的冷冻鸡

块， 看到新闻赶紧扔掉了”“不
能直接扔，先用酒精消杀”“急，
在线等，到底怎么处理呢”……
一时之间， 相关问题引发公众
担忧和热议。

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栾
枫说， 在对黑龙江正大实业有
限公司员工进行全面核酸检测
的基础上，19日、20日又连续两
次对该企业食品厂产品、 环境
大量采样， 部分外环境和食品
外包装检出阳性。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指挥部22日表示，消费者
如已购买涉疫产品， 可拨打
12315申报，由各区、县（市）指
挥部组织市场监管、卫生疾控等
部门，会同街道社区（乡镇村屯）
工作人员负责回收记录，专区封
存，统一装运，无害化处理。

企业防线如何筑牢？

截至1月22日，黑龙江正大
实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利民开发
区内已有裕田街道、利民街道、
裕强街道等地调整风险等级，
变为中风险地区。

一位受访政府人士告诉记
者，从1例到79例，黑龙江正大
“超级传播链” 持续拉长， 这表
明，尽管企业和相关部门强化了
疫情防控举措，但实际操作中还
存在一定麻痹心理和管理漏洞。

记者近日走访一些企业发
现， 有些企业对于防疫要求出现
“喊口号多于真抓实干” 现象。一
位工科局干部告诉记者， 个别企
业仍存在扫码、测温、戴口罩这些
基本防疫规定执行不严等问题。
专家表示， 企业作为重要的聚集
场所，筑牢防“疫”线不容忽视。

■据新华社

病毒如何传播？食品如何处置？企业防线如何筑牢？

1到79，三问“黑龙江正大传播链”
美国疫苗接种：
有人打不上
有人像“中奖”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2020年收益达120.57%

2021年以来，“大消费” 延续
去年的火热表现， 多只龙头股创
下新高。随着春节临近，消费板块
有望再度添彩。 在此背景下，消
费投资也再添利器，工银瑞信基
金新年重磅推出工银瑞信消费
服务ETF（基金简称：消服ETF，
认购代码：516603），该基金为市
场中首只跟踪中证消费服务领
先指数的ETF产品， 于1月21日
起在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证券、

招商证券、广发证券、方正证券
等各大券商及工银瑞信直销渠
道正式发行，为投资者提供一个
费率低、配置透明，一键布局优质
消费服务龙头标的的利器。

工银瑞信顺势推出工银消
费服务ETF， 采用完全复制策
略，紧密跟踪中证消费服务领先
指数，力争实现与标的指数表现
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

经济信息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ETF��1月21日重磅首发

合作再升级
中欧财富超级股票全明星即将上线蛋卷基金

1月24日，一名被困矿工成功升井时双手合十以表感谢。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