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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长城润滑油再续航天情

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
号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拉
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
幕。60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在
几代航天人的奋斗和努力下，从
无到有，由弱到强，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并成为我国科
技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即将到
来之际，为中国航天事业服务了
半个世纪的中国石化长城润滑
油，携手中国航天基金会，为中

国航天事业60周年生日送上了
一份隆重的贺礼。

4月15日，长城润滑油与中
国航天基金会共同在北京举行
了以“续航新里程 助力航天梦”
为主题的签约仪式。会上，双方
续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紧
密合作共同助力中国航天事业
的新5年。中国航天基金会理
事长张建启，对长城润滑油服务
中国航天50多年表示感谢，同
时期待通过双方加强合作，在航
天润滑科技创新、航天文化科
普、航天精神传承、航天人才培
养等多方面共同为中国航天事
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反馈社会，传承航天精神
长城润滑油牵手中国航天

基金会开展战略合作已经超过
10年。10年以来，双方的合作
不止局限于技术、产品和服务的
提升。长城润滑油在不断塑造
航天科技形象的同时，更是积极

通过以圆梦、体验为主题的航天
活动，拉近大众与航天的距离，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据了解，长
城润滑油发起的“中国航天员体
验营”连续举行了八届，已成为
国内最有影响的公益性载人航
天科普活动之一，也是长城润滑
油支持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平
台。在中国航天基金会的支持
下，长城润滑油连续五年组织航
天助威团活动，让更多普通民众
有机会观看火箭发射。

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总经
理宋云昌表示：“中国航天哺育
了长城润滑油的成长与发展，也
塑造了它高品质、高科技和国际
化的品牌形象。以航天科技助
力中国航天，反馈社会公众，推
广和普及航天文化是长城润滑
油的社会责任所在。”

据介绍，未来5年，双方将
在航天精神传承、航天科普、人
才培养等多方面展开更多探索

与合作。
输送血液，助力高端制造
航天事业是中国制造的一

张名片，代表了中国制造的领先
水准。航天科技，更是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的一面旗帜。从两弹
一星到神舟系列飞船，从嫦娥探
月工程，到中国空间站建设，服
务中国航天事业50多年以来，
长城润滑油通过自主研发，已经
成功开发了4大类50多种航天
润滑产品，站到了世界航天润滑
科技的前沿。航天科技，也成为
了长城润滑油重要的品牌标签。

目前，我国政府正大力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以《中国制造
2025》的行动纲领为指导，重点
实施五大工程。其中，以航天航
空装备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创新
工程位列其中。与此同时，我国
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
传统制造业的脱胎换骨。我国
工业制造将向高端制造、先进制

造、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无论是
航天、汽车、工程机械、冶金等传
统制造业，还是智能机器人、无
人飞机、精密高端仪器、风力发
电、高铁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都
有新的润滑需求。

立足航天科技的根本，长
城润滑油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
和技术储备，积极发展中高端
产品，以更新的技术、更优的产
品和更好的服务，对接市场新
的需求，不仅为中国制造业输
送源源不断的新“血液”，更不
断拓展航天润滑科技的民用价
值应用。就在前不久，长城润
滑油对外新推出了全新的润滑
脂产品战略，以满足风力发电、
智能机器人、食品加工、家电等
行业的细分需求。

宋云昌表示：“我们将不断
扩大航天技术和产品的优势，站
到产业链的最前沿，推动中国润
滑油产业的升级。”

斯巴鲁安全体验营引爆上海滩
2016年4月16日-17日斯

巴鲁“为你所爱 SUBARU SAFE-
TY”安全体验营巡展活动登陆
上海滩繁华的五角场万达广
场，为民众提供了一场集安全
教育、安全体验以及亲子互动
于一体的精彩盛宴，并获得广

泛好评。
本次全国巡展采用统一布

局，设有“斯巴鲁 VR 互动体验
平台”和“斯巴鲁安全历史”、

“森林人切割车”、斯巴鲁“左右
对称全时四驱系统（Symmetri-
cal AWD）三大展示区，让每一

位来宾都能全方位立体化感受
到斯巴鲁的安全性能。儿童互
动体验区欢笑不断，平日里因
工作繁忙而错过与孩子共度
亲子时光的家长们，在斯巴鲁
安全体验营中获得了极大的
满足。

斯巴鲁凭借水平对置发动
机（SUBARU BOXER）和左右对称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Symmet-
rical AWD）两项独特汽车技术
的完美组合，在行驶性能、操
控性能、动力性能、安全性方
面都有着超乎驾乘者期望的

优异表现。
本周末（4月23-24日），斯

巴鲁“为你所爱 SUBARU SAFE-
TY”安全体验营巡展将在杭州西
溪印象城举办，期待更多贵宾亲
身感受和体验斯巴鲁“全方位安
全”的魅力。

QM报告：微博移动月活大涨54.9%
4月14日，第三方移动互联网数据服务

公司Quest Mobile发布了《2016春季APP实
力榜》，数据显示，今年3月，微博月度活跃用
户数已达2.71亿，同比大涨54.9%，在移动社
交应用中增速最快。从用户规模上看，微博

位列所有移动应用的第七位，与第六名支付
宝差距不到100万，基于目前的增长态势，排
名有望继续提升。此外，在用户规模排名前
十的应用中，只有微博的MAU和DAU涨幅都
进入前三。

专业致远，大摩华鑫基金李轶获英华奖最佳基金经理称号
3 月 15 日，由证券时报、中国基金

报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基金业英华奖评
选结果隆重揭晓，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
再添殊荣，助理总经理、固定收益投资
部总监李轶荣获“三年期二级债最佳基
金经理”。不同于基金业其它以产品、

公司为评选主体的大奖，中国基金业
“英华奖”独树一帜以基金经理为评选
对象，通过纯量化指标，评选出经市场
长期考验、具备了可持续获取超额回
报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的一流投资
专才。

南方旗下三债基齐分红 合计派红包超1.1亿
近日，南方基金发布公告,旗下债基

南方通利（A类：000563.C类：000564）、南
方金利（A类：160128，C类：160129）、南
方聚利（A类：160131，C类：160134）联袂
派发红包。其中南方通利债基截止基准

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为81963151.68元，南方金利
为 9671874.96 元 ，南 方 聚 利 为
24487230.64元，三只基金合计派发红利
116122257.28元，超1.1亿。

工银瑞信三基金经理三获“英华奖”
基金行业唯一一项直接颁发给基金

经理的权威奖项“英华奖”15日颁发，工
银瑞信旗下四名基金经理获得 2015 年
度的五项英华奖。其中，工银瑞信副总
经理江明波获得“五年期纯债型最佳基
金经理”、“三年期纯债型最佳基金经理”

两项英华奖，工银瑞信副总经理杜海涛
和权益投资总监兼研究部总监宋炳珅获
得“三年期二级债最佳基金经理”，基金
经理游凛峰获得“五年期海外投资最佳
基金经理”、“三年期海外投资最佳基金
经理”。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见习记者 黄馨儆

本报讯 4 月 17 日早上 8 点左
右，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2859号
三桥村一名4岁小女孩在奶奶家的
拆迁房门口玩耍失踪。家人在第一
时间内报警，并印发寻人启事张贴。
因家后有条河，警方怀疑小女孩可能
落水并于当天上午调用船只打捞，未
果。昨日下午18时东海救助局搜救
人员潜入水中搜寻。截至18日晚上
10时许，小女孩家人表示还没有找
到她。

据小女孩的奶奶讲述，4月17日
早上约7点30分，奶奶去儿子家把孙
女接到自己住的地方玩。奶奶住的
地方在浦东新区金桥路2859号三桥
村菜市场对面，此处已经有大部分的
房屋被拆，在房屋后面有一条小河。

8点15分，奶奶的老乡骑车从人
行道上经过时还看见小女孩一个人
在玩耍，以为家长就在附近，停留片
刻后就骑车走了。大约8分钟后，奶
奶从家里出来叫孙女吃早饭，发现孙
女不在外面玩。老人赶紧打了儿子
付先生的电话。

小女孩的父母在8点40分左右
报警。付先生的同学秦先生表示，当
时去派出所看了监控后，因为失踪未
到24小时，警方不予立案，在做了简
单的记录后一行人就回来了。10点
左右，小女孩的亲戚建议在网上发帖
子和印发寻人启事张贴。随后，家人
亲戚帮忙发朋友圈或在附近贴寻人

启事。找寻一直从早上持续到晚上
九十点，附近很多老乡都自愿加入到
寻人的队伍中。小女孩的亲戚王女
士告诉青年报记者，在寻找期间，一
会听人说在金桥路枣庄路附近看见
一个男人骑车载着一个小孩，但用衣
服把小孩的头遮住，一会又听说在人
民广场、虹桥机场、地铁站看见了长
得相似的小孩，但凡听到任何可疑的
消息，亲戚朋友都赶紧分头去现场
找。但赶到现场后，因为没有相关证
件，没有看到监控录像。据小女孩的
爷爷说，在17日晚上约11点，大概
七八名警察去找过他们，查看了外面
马路和屋后小河的情况。

昨天早上9时左右，五六名警察
再次来到现场，并把警船调到河上
开始打捞，打捞一直持续到下午 1
点左右。在此期间，小女孩的外公
和一名好心人还自己下水用绳子和
竹竿捞寻。两方的打捞都没有任何
发现。18点左右，三名东海救助局
的搜救人员来到现场，在发现一处
岩石有塌陷的迹象后，三人返回车
上把工具拿到了河边。18点36分，
一名救助队员穿戴完毕，下水搜救，
在距离河岸三四米的范围内，沿着
河岸大约30米的距离来回搜寻了两
次。19点 06分，搜救人员上岸，没
有发现任何结果。

截至18日晚上10时许，青年报
记者再次联系付先生，付先生表示目
前还没有找到失踪的女儿，但有一些
热心市民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走失38小时 4岁女孩你在哪里？
警方在失踪24小时后立案调查 下河搜救打捞亦无果

青年报见习记者 黄馨儆

本报讯 昨天凌晨2点，黄浦区
东街37弄4号一违规出租房内发生
火灾，过火面积约100平方米。一承
租户一家4人遇难。

事发后，黄浦区组织专业队伍开
展房屋抢险加固、现场清理，确保现

场安全，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下午5点，东街37弄4号火灾现场

已完成清理工作，据消防部门现场搜
救发现，其中一户承租户一家4人遇
难，包括两名成人（一男一女）和两名
儿童（一男一女）。无其他受伤人员。
经初步调查，该起火房屋系房东私自
搭建、违规出租，房东已被警方控制。

出租屋凌晨突发火灾 一家4口罹难

工作人员在清理事故现场。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都市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