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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众所周知，上海高温条
件下工作者可以获得 200 元补贴，
那在寒冬中仍旧坚持在工作岗位
的劳动者是否有“低温补贴”？

“从政策层面上讲，目前没有强制
公司在低温条件下给劳动者补贴。”据
市人社局12333热线工作人员介绍，
2012年，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全国总工会制定并印发《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用人

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
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
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
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
入工资总额，但其中并未规定低温天
气下劳动者可享受的额外福利。上海
市高温补贴为每月200元。

对此，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林报
春律师表示，目前《劳动法》中没有对
低温补贴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女职
工在经期、孕期可以拒绝用人单位安
排的低温工作环境。

勇夺桂冠 标致车队携2008DKR再谱赛道传奇

达喀尔拉力赛作为世界上最大型、最
艰苦的拉力赛之一，是一项极其严酷和极
具冒险精神的赛车运动，被称为“勇敢者
的游戏”。1月16日，2016达喀尔拉力赛
在万众瞩目下落下帷幕，经过13天的艰
苦鏖战，标致车队的传奇车手彼得汉塞尔
和领航员科特雷，凭借稳定的发挥，以45
小时22分10秒的总成绩，大幅领先其他
车手，一举摘得本次比赛的桂冠。

披荆斩棘 标致车队演绎赛道雄风
2016达喀尔拉力赛，1月3日自阿根

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车，穿越玻利维
亚，1月16日在阿根廷的罗萨里奥收车，
参赛车手们要经历长达9500公里的生死
挑战。此次比赛的线路几乎斜穿整个南
美，赛程综合了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特殊
地形，其中不乏高海拔的特殊赛段，而整
个赛程不仅要经受住沙漠、戈壁、泥地等
一系列复杂路面的考验，还要应对极端天
气和各种突发情况，这不仅对赛车的性
能、稳定性、可靠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
车手在身体上和赛车技术等综合能力的
要求也极高。

自开赛以来，标致车队便一路领跑，
在赛程的全部12个分赛段中，由彼得汉
塞尔、勒布、塞恩斯、德普雷组成的标致

“梦之队”，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包揽了9
个赛段冠军，其中，7次将分赛段冠亚军
收入囊中，2次大举包揽前三。无以伦比

的精彩表现，使得标致车队一直牢牢抓住
媒体的视线，成为焦点。

随着赛程的不断推进，挑战性极强、
驾驶难度极大的赛段也相继出现，参赛车
手们也都陆续遭遇突发情况，但这些并未
影响到标致车队的斗志，标致车队始终团
结协作，将标致品牌的运动精神发挥到极
致，以出色的成绩完成比赛。值得一提的
是，德普雷和第一次参加达喀尔拉力赛的
勒布也分别以第7名和第9名位列榜单。

强悍性能 2008DKR助力车队夺冠
出征本次赛事的标致战车2008DKR，

是第二次参加达喀尔拉力赛，与去年相
比，全新升级的2008DKR不仅在性能上得
到了大幅提升，比赛适应度方面也进行了
全面优化。“这是我所见到的最让人惊叹
的转变，甚至都不能拿它和去年的车比。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更棒。在比赛之
前我就听说了它更具竞争力，但完全没想
到它的竞争力如此之强。”本届冠军得主
彼得汉塞尔如是说。

全面升级打造后的标致2008DKR，车
身尺寸长宽高分别达到4280mm/2200mm/
1794mm，轴距达到了3000mm，较原来更
宽、更低，还通过把备用轮胎放在侧边等
一系列细节优化，极大地改变重量分配，
再度降低车子重心，保证了赛车在复杂路
途中的行驶更加平稳。

作为两轮驱动的赛车，2008DKR在达
喀尔赛道上一骑绝尘的表现可谓惊艳，
面对对手强劲的四驱车也毫不逊色，一
路领跑的速度，更是令对手折服。MINI
车队的阿提亚就曾说过：“比赛中，我没
有什么失误的地方，但是标致车太快了，
我追不上。”

作为享誉全球的“运动世家”，标致
车队在本次赛事上的夺冠，也为“彼得大
帝”迎来了达喀尔赛场上的第十二个冠
军，“达喀尔先生”的称号可谓名副其
实。而作为第二次参加达喀尔拉力赛便

一 鸣 惊 人 的 战 车
2008DKR，不仅将其
强悍的性能在赛场
上 表 现 的 淋 漓 尽
致，也完美诠释了
标致品牌激情的运
动文化和过硬的技
术实力，让更多人
体验到“严谨、激
情”的品牌理念。

中铁置业上海投资公司“导师带徒”助力青年员工 成长成才
1月20日，中铁置业上海投资公司举

办了年度“导师带徒”总结大会，评比表彰
了4对模范师徒和3对良好师徒，并新签了
18对师徒。近年来，该公司“三抓三结合”
开展“导师带徒”活动，即结合公司经营发
展方向，主要领导亲自抓；结合量化考核标
准，人力资源与团委共同抓；结合复合型人
才培养，各部门具体抓。活动的开展让青
年员工更快速的融入企业，掌握技能，更锤
炼出一批年轻的岗位能手。 （谢菁）

据悉，在定增领域具有先天优势的九
泰基金于1月13日发行了旗下第二只定
增基金——九泰锐富，拟任基金经理刘开
运将带领绩优团队再度掘金定增投资市
场。

公开资料显示，刘开运先生具有多年

股权投资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运作经验，
其掌管的九泰锐智基金自2015年8月14
日成立至12月底所投项目平均浮盈达
94%。九泰依托股东九鼎优势，PE投资、
定增投资经验积累深厚，目前公司业已成
立更加专业的定增投资团队。

九泰基金绩优团队再度发力定增市场

在我国经济转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
背景下，并购重组正迎来投资大时代。剔
除次新股，2015年涨幅前十大牛股中有
8 只和并购重组有关。据悉，华安沪港深
外延增长混合基金（代码：001694）于1月

25日起开始发行，该基金聚焦沪港深三地
市场并购重组主题上市公司，重点关注企
业外延式增长带来的市场投资机会，投资
者可通过建设银行等各大银行及华安基
金直销平台认购。

掘金并购重组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基金1月25日起发行

A股市场持续震荡，市场资金避险情
绪再度升温，场内货基受到广大投资者青
睐。鹏华基金于1月11日起发行的鹏华
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正是这样的一
款场内现金管理“利器”，满足股民对于闲
置资金日常交易需求。

据了解，鹏华添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
金分设两类份额，其中A类为场外基金份
额，简称鹏华添利交易型货币；B类为场
内基金份额，简称鹏华添利，通过场外认
购和场内认购两种方式公开发售。

资金避险需求提升 鹏华添利配置正当时

近期，铺天盖地的春节气息已刷屏占
领了各大社交圈，是否回家过年成为人们
津津乐道的话题。据调查显示，越来越多
的人将春节假期作为第二个年假，而不是
回家陪伴父母亲友，引发社会热议。而做
了一整年“空中飞人“的明星们却初心不

变，坦言自己对家的各种渴望。老板电器
借势出发，以“家的味道，用爱烹饪”开启
新年营销大战第一波，跨界与潘石屹、张
嘉佳、柳岩等各领域名人携手合作，呼吁
社会大众用实际行动回归厨房，为爱烹
饪，呈现他们心中家的味道。

众大咖喊你回家过年 明星大谈家的味道

据最新数据显示，东风悦达起亚12
月实现销量86,808台，继11月后再次刷
新企业单月销量记录。2015年东风悦达
起亚销量达到61.6万台，位居中国乘用
车行业第十。

自去年9月以来，东风悦达起亚销售持
续回暖，第四季度销量大幅回升，11月、12

月销量连续创造历史新高，为企业重回快
速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基础。乘势而上，
再接再厉，2016年，基于对市场环境和企业
发展的深入剖析及预判，东风悦达起亚正
式提出“革新经营, 驱动未来”的经营方针，
并向全年68万台销量目标发起冲击，全力
推进企业战略落地和百万产销体系构筑。

东风悦达起亚2016年再启新征程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受冷空气和江南暖湿气
流共同影响，上海前天傍晚起自西向
东先后出现了雨夹雪天气，其中西部
和北部郊区出现短时降雪，市区和其
他地区以降雨为主。最新预报显示，
北方强冷空气将于今天夜间抵沪，申
城的大风、降温、冰冻也将拉开序幕，
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

真正降雪今夜可期待
受冷空气和江南暖湿气流影响，

前天长江流域出现了大范围降雪天气，
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有中到大雪。不

过，期盼上海能见到雪景的市民有点失
望——前天傍晚起，申城自西向东先后
出现了雨夹雪天气，但仅西部和北部郊
区出现短时降雪，市区和其他地区多以
降雨为主。前天20时至昨日17时，雨
雪累积量普遍在6-9毫米。

虽然强冷空气还没杀到，但昨日申
城已经寒气逼人，徐家汇最高气温仅
3.8℃，再加上阴雨绵绵，户外非常湿冷。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申城仍
以雨夹雪和降雨天气为主，不过夜里
开始，随着地表温度逐渐降低，申城
将开始出现纯雪，虽然量级不大以小
雪为主，积雪的可能性也较低，但飘
雪的场景还是让人有所期待。

周日全天气温都将在冰点以下
明天开始，申城雨雪天气将结

束，天气逐渐转好，但大风、强降温、
冰冻天气也将拉开序幕。最新预报
显示，23～24日本市将出现西北大
风，陆地最大风力7～8级，长江口区
和沿江沿海地区8～9级，洋山港区
和上海市沿海海面可达10级。华东
沿海海面22日夜间起自北向南也将
先后出现9～11级西北大风。

而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至
24日申城过程降温幅度将达7℃～
9℃；其中24日全天气温在零下；24
日至25日晨全市大部最低温度将降

至-5℃至-7℃，郊区极端最低温度
可达-8℃至-10℃，有严重冰冻。由
于本次冷空气强度大，低温持续时间
长（26日晨最低气温仍可达-3℃至-
5℃），最低气温有可能接近或突破
1981年以来的1月下旬历史同期极
值(1985年1月31日徐家汇观测站
最低气温达-6.0℃)。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本次雨雪冰
冻天气过程范围较广，强度较大，为
区域性灾害天气。今天夜间到 25
日，在强冷空气影响下，华东大部将
出现寒潮天气过程，对交通、城市运
行、公众生活等都有较大影响，市民
要加强防范。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寒潮来袭，昨天，市民政
局介绍了本市各大区县采取的多项
开展防寒为老工作的举措。

长宁区：呼出472通关爱电话
1月20日当天，该区呼出主动关

爱电话472通，第一时间了解老人的
困难，提醒老人注意保暖。

杨浦区：养老院为老人添厚衣
延吉养老院及时加厚被褥，对经

济困难的孤老添置了厚衣。沪东老

年护理院已开始24小时供暖，每个
床位提供棉被与毛毯。

虹口区：入户服务独居老人
虹口还依托“老伙伴”志愿服务

网络，入户为独居老人服务。居委干
部和楼组长，重点对社区中的高龄、
独居、困难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进行
走访排查。

普陀区：为高龄老人送菜上门
真如、曹杨等街道居委会干部将

新鲜蔬菜送到孤老家中，老年活动室
的空调也面向老人全天候开放。

30年最强冷空气今夜抵沪 大风、降温、冰冻拉开序幕

今夜降雪可期 周日全在零下

劳动者是否可享低温补贴？
女性劳动者特殊生理情况可拒绝低温工作环境

各区县开展防寒为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