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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4日，上海】亿滋中国旗
下的知名巧克力品牌妙卡与零售商伙伴沃尔
玛在宝山万达共同举办了“妙卡融情世界
——品牌挚友见面会”，《爸爸去哪儿》第五季
的重量级嘉宾的吴尊作为此次品牌挚友出席
了现场活动。亿滋中国东区销售总监李广
文、沃尔玛宝山万达店总经理Simon等高层
领导也到场为活动助阵。

《爸爸去哪儿5》于今秋温情回归，在这
一季中，妙卡成为了栏目首席合作伙伴，更
邀请吴尊演绎了父女间的融情暖意的小时
刻。至此，吴尊已成为妙卡巧克力品牌的品
牌挚友。亿滋中国领导李广文表示，“《爸爸
去哪儿》一直以来都是倍受观众喜欢和追捧
的节目，其中亲子互动的环节和许多真实而
有趣的小插曲，都触动了人们心底对融情的
共鸣。这正是我们妙卡品牌所推崇的品牌
文化。我们更有幸邀请到吴尊为妙卡演绎
了一小段融情暖意的短片，可以说他们完美
地诠释了品牌所要传递的真挚情感。”

吴尊在分享日常亲子的融情点滴时说
到：“我和妙卡品牌间称之为挚友，是因为我
很早就吃过妙卡，它在欧洲是非常知名的百
年巧克力品牌。浓浓的可可味道和入口即
化的特点都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很高兴这

次妙卡找
到我，特别
是品牌所
传递的融
情理念很
让 我 认
同。由于
工作原因，
我常常不
能与家人一起，所以我总是会想办法做一些
小事情来补偿，让他们感受到我爱和牵挂，
让他们被我融化。现在有妙卡送给他们，各
个都认可我是好爸爸！”

活动中“妙卡品牌挚友”吴尊与妙卡巧克
力及沃尔玛的企业高层共同开启了妙卡的融
情世界地图，在一片喝彩声中大家共同祝福妙
卡大卖。粉丝互动游戏环节，吴尊与粉丝进行
了一场趣味十足的“选房子”PK赛，更分享了与
Neinei、Max在《爸爸去哪儿5》栏目拍摄背后的
融情点滴，并在现场回答了网友们提出关于生
活中姐姐弟弟成长中的相关问题。

据悉，11月25日，妙卡将邀请吴尊继
续在西安举行第二场“妙卡融情世界--品
牌挚友见面会”，将妙卡的融情和美味传递
给更多粉丝。

妙卡携手吴尊《爸爸去哪儿》尽显融情时刻
债市经历近一年的调整后，债券配

置价值正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采用
“固收+”策略的中海添瑞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拟于11月6日至12月
1日正式发行。投资者可在农业银行各
网点、中海基金官网及直销中心等渠道

购买。
资料显示，在中海添瑞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股票资产比例为0-
30%，相对而言，债券资产具有更大操作空
间。在当前市场中，有望取得兼具债市的
稳健投资机会和股市的阶段性投资机会。

中海添瑞定期开放混合基金 11月6日起发行

随着三季报陆续披露，各大基金公
司的规模和盈利情况也浮出水面。天相
投顾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建信基金
三季度为投资者赚取收益54.45亿元，同
时旗下公募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543.11
亿元，排名行业第4，创下优异水平，实现
了规模业绩“两手抓”，创造了良好的“秋

收”成绩，为投资者赚取了“真金白银”的
回报。

目前，建信基金旗下共有93只公募
基金产品，涵盖固定收益、权益、指数、
QDII等不同投资类别，为投资者提供了
丰富的选择。

建信基金为投资者赚取长期收益

11月5日上午，第十一届中国（深
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正
式召开。本届金博会以“金融稳健发
展 服务实体经济”为主题，展览范围
涵盖银行、证券、黄金、外汇、期权、基
金、科技金融、投融资、小额贷款等金融

机构。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作
为前海自贸区创新企业代表，受邀参加
了本次展览，系统展示了其在跨境不良
资产转让试点、跨境金融综合解决方案
等方面的业务探索，并与同业深入交
流，寻求合作伙伴。

招银前海金融亮相深圳金博会

近年来，以精准医疗为代表的医药
行业重大革新成果，在临床应用和科技
不断进步的大环境下，焕发新的活力。
据了解，目前富国精准医疗灵活配置基
金即将结束发行。在此之前，投资者还
可通过建设银行等代销渠道，以及富国

基金官方指定直销平台进行认购。
巨大的发展空间使得精准医疗板块

已经成为A股市场的明星板块。目前富
国精准医疗已进入募集倒计时，希望分
享精准医疗发展红利的投资者不妨抓紧
时间认购。

分享医药行业重大革新成果 富国精准医疗即将结束募集

广受业内外关注的首批公募FOF，10月31
日全部结束募集，近日陆续发布成立公告。公
开数据显示，首批公募FOF受到投资者认可，6
只公募FOF首募总规模或超160亿元，其中华
夏聚惠FOF首募规模达46.8亿元。

11月4日，华夏基金发布华夏聚惠FOF合
同生效公告，数据显示。华夏聚惠FOF募集期
为2017年9月26日至10月31日，历时36天，
于11月3日成立，募集总规模为46.88亿元，
有效认购户数为10.7万户。

首批公募FOF圆满收官 华夏聚惠FOF首募超46亿规模居首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袁蕙芸

本报讯 在甲状腺癌治疗中，一些
患者会接受放射性碘治疗，而参与治
疗的医护人员却不得不长期工作在辐
射危害的环境中。如何减少医务职工
的职业伤害？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日前在上海率先将钛米机器人
引入到核医学科，通过人机对话和智
能服务，来部分代替传统的医护工作。

据介绍，放射性碘-131是目前甲
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癌术后残余病
灶治疗的重要手段。患者服用一定剂
量的放射性碘-131后，可对周围人群
和职业医护人员造成潜在辐射危害，
必须在一定时间内隔离。仁济核医学
科主任刘建军介绍，以前为了减少对
医护人员潜在的辐射危害，医生护士
每次进隔离病房都要穿上铅衣，同时
将一周内需要服用的药物一次性发给

患者，医生和护士一般通过监护视频
和对讲设施与患者进行查房、咨询和
答疑，患者每日的例行生命体征观察
也主要由患者自行完成并报告。

据悉，这个钛米机器人已经入驻
该院核医学病房，并部分承担了医护
人员的工作。机器人每2小时能对
病区所有患者进行一次体检，它会自
动前往每一个隔离病房，呼叫患者姓
名后通过人脸识别确认患者身份，然

后自动进行包括体温、血压、甲状腺
摄碘和辐射残留等生命体征监测等。

在传统的护士发药环节，机器人
也能帮助护士完成药物分发以及服
药方法的告知。护士通过人脸或胸
卡的认证后放入药物，确定发放的病
床，机器人就会自动前往每一个隔离
病房，呼叫患者姓名，通过人脸识别
确认患者身份并语音确认后自动打
开药箱，播放服药通知。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每个十一、春节长假结
束后，不少职场人士总会掐指计算，
期盼并计划起下一个长假。日前贵
州省清镇市在部分岗位试推行的

“月月长假”工作制度则满足了不少
期盼长假白领们的诉求，即连续工
作 22 天休息 8 天。不过自 11 月 1
日开始施行后，质疑声也未曾间
断。青年报记者受访了数位上海白
领，不少人表示：因此患上“过劳
疾”，谁来负责？

背景
贵州试行工作22天休8天

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8
年5月31日，贵州省清镇市将用半年
时间，在全市9个乡镇部分岗位试行
连续工作 22 天休息 8 天的工作改
革。清镇市委组织部表示，试点旨在
打好服务“时间差”，解决群众特别是

“上班族”上班忙、农民农忙等由于时
间关系办事难的问题。

清镇市印发的文件指出，总体上
每月上班时间不得低于22天176小
时。此项改革是否涉嫌违反《劳动
法》规定？据当地工作人员解释说，

《公务员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公务员
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
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
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
休。试点工作仍然坚持以国家规定
的标准工时制为基础，只是实行错时
延时制，相当于调休。

反方
“长时间工作易患过劳疾”

试点连续工作22天休息8天的
新闻一出，不少白领结合自身工作谈
了想法。

“连续工作实在是变态之举。”
在沪工作的白领赵小姐认为，周末
休息放松是支撑她日常高效工作
的推动剂，若无法保证休息，工作
效率将大打折扣，身体也容易“高
压成疾”。

丁小姐对连续工作也并不看好，
“连续上 22 天班哪还有力气旅游？
恐怕到时候不是带高旅游经济，而是
促进医疗和外卖经济了。”

随着“职场高压”、“过劳猝死”等
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
自身健康情况。这也成为不少受访
者反对连续上班的原因。

受访者小吴是一位在沪工作的

90后白领。小吴说：“现在我工作日
熬夜加班已成‘铁律’，如果再持续22
天工作，我的身体肯定受不了要‘罢
工’了。”

正方
“一年过12个黄金周也很爽”

从事建筑设计的青年白领尹浚
先生就对22天休8天表示支持。在
他看来，连续工作有利于前期设计
的连续性，“画图中要考虑的细节很
多。我们经常出现周一一上班想不
起来上周五画到哪里的情况。”此
外，对于设计单位，工地施工并不会
因为周末而暂停，平时即使是周末
也要跑工地。若施行工作22天休8
天的制度，周末去施工现场也变得
理所当然。

对于在初创企业、会展企业工作
的部分受访白领来说，当下的工作状
态就是周末持续加班。从事会展行
业的宋女士坦言：“连续工作22天，
得到8天休息的机制反倒更利于激
励工作。”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热衷旅游
的受访白领对“月月长假”的工作制
度表示支持，原因是连休8天可旅游
度假。此外，错峰出行避免拥堵的诱

惑，也让不少白领对“连上班、连休
假”的制度“一见倾心”。每年去2次
海外旅行的郭先生表示：“一年过12
个黄金周也是很爽的。”

公司人事
企业安排工作难 员工效率降低

“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来看，个
人觉得不可行也不推荐。”泰华施大
中华区人力资源总监张蓓接受青年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连续工作22天
对员工体力和脑力是极大挑战，会增
加生产安全隐患。这样也难免会降
低员工工作效率。从《劳动法》的角
度，用人单位也必须保障员工有足够
的休息调整时间。

资深人力资源从业者王曦璇对
此说法表示赞同，“连续工作22天是
会造成过度疲劳的。员工工作效率
也将大打折扣。此外，员工拖延、无
精打采的‘假期综合征’或会强化。”
在她看来，连续工作22天对企业的
工作安排也有挑战。

不过，该时间改革的对象主要针
对于当地公众服务部门。推行的目
的也与更好地服务市民密不可分。
显而易见的是，推行的单位因用人单
位性质与员工诉求而定。

贵州试行上班22天连休8天 沪上白领：

容易积劳成疾 增加生产安全隐患

沪上医院引进钛米机器人

代替医生查房发药还不怕辐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