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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天琼是巴中通江县公益
组织——通江爱心社的成员，
多年来为当地扶危济贫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其乐于助人的品
质得到了街坊邻居的一致赞
誉，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
姐”。2015年底，新华保险在巴
中通江县筹建，听闻消息后邓
天琼毫不犹豫地选择加盟，从
此打开了她的事业新天地。

初入行，保险专业知识的汪洋大海对于这个业
界新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认识到自己的
短板，邓天琼并未望而却步，她相信勤能补拙，于是
在心里暗下决心：做好保险，从勤奋努力开始。

职场里，时常会见到邓天琼埋头研读保险知识、
熟悉公司产品信息的身影；职场外，她日复一日地提
着沉甸甸的展业包奔走于大街小巷，走坏了鞋子，磨
破了嘴皮，说哑了嗓子。尽管如此，营销路上邓天琼
仍然吃到了不少闭门羹。不过，邓天琼天生就是一
个乐天派，她从不会气馁。她常说：“遇到的碰壁越
多，代表自己的拜访量也就越多；遇到的拒绝越多，
表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提升；遇到的冷眼越多，
说明普及保险的市场还很大。”

在邓天琼看来，做保险跟做公益一样，不仅要有
爱心、诚心、耐心，还要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不求做
出多么耀眼的成绩，但求通过诚信做实每一份保
单。对于身边的客户，发展一个，巩固一个；保障一
家，服务一生。

邓天琼有一位在外经商的客户，几年来她一直
跟客户保持电话联系，每逢佳节都会通过微信送去
祝福，这让客户感到非常暖心。有一次，客户在微信
朋友圈晒出了他商品滞销积压的图片，邓天琼了解
情况后也替客户感到着急。于是，她通过以前做生
意积累的人脉关系，积极为客户寻找销路，帮助客户
分销了很大一部份商品。出于感谢，客户决定通过
签单来支持她的工作。在仔细分析客户目前的家庭
保障和经济状况后，邓天琼建议客户先缓一缓，以后
再作打算，这一举动让客户深受感动，陆续介绍了自
己的很多朋友作为她的准客户。

天生的热心肠和后天的勤奋努力让邓天琼赢得
了当地越来越多客户的尊重和信赖。或许她并不懂
得太多客户服务的技巧，但不经意间，邓天琼用一颗
质朴的心灵和一份做客户贴心人的理念诠释了保险
服务真正的内涵。

新华保险系列人物宣传

邓天琼：勤奋的人，朴实的心

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8月14
日，因资中县春岚南路建设施工，需在
G76厦蓉高速公路2000km+700m处下
穿高速公路，施工期间将占用G76厦蓉
高速公路2000km+200m—2001km+
100m主线，为确保施工路段行车安全和
工程顺利进行，届时，该路段将实行双向
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方式进行断道施工，现
就施工期间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8月14

日（遇极端天气或其他原因顺延）。

二、管制路段
G76厦蓉高速公路资中段2000K+

200M—2001K+100M路段。
三、管制方式
对2000K+200M—2001K+100M

路段实行双向全封闭，过往车辆按照交通
标志指示，从新建保畅通道绕行。

四、交通管制期间，敬请广大驾乘
人员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的发布情况，遵
守规定、服从指挥，自觉维护交通秩
序。如有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本通告
的行为，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
严肃处理。

给广大驾乘人员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通告
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

公路三支队一大队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交通

执法第一支队二大队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成渝分公司资阳管理处
2019年5月8日

关于G76厦蓉高速公路（资中段）
2000km+200m—2001km+100m交通管制的通告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低位宽幅震荡，收盘下
跌。你怎么看？

答：受上证50指数补跌拖累，虽盘中创业板指
数次翻红，但最终因两市成交不济，尾盘再度走弱，
盘面上仅农业、芯片等表现稍好。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39只，跌停24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双双刷新
近期调整低点，特别是两市合计成交仅4340亿元，
为近两个月以来最低；60分钟图显示，虽两市股指
继续失守5小时均线，但60分钟MACD指标却出现金
叉；从形态来看，短周期级别明确提醒当前股指已经
非常接近底部，强力反弹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前
位置为年内不多的黄金坑，不管最终消息面如何，都
不应恐慌对待。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
增加，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
来看，悲观预期已经提前反应，靴子落地总归是利
好，毕竟短短11个交易日市场就跌去了沪指三个
月涨幅的一半，市场内在做多力量正在聚集，或许我
们将很快见证A股的奇迹。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4.11元买入六国化工20万
股，之后以4.15元卖出20万股；另以8.95元买入天银
机电5万股，之后以9.06元卖出5万股。目前持有南玻
A（000012）30万股，大冶特钢（000708）4万股，鄂尔多
斯（600295）6.5万股，天银机电（300342）10万股，华工
科技（000988）6万股，天邑股份（300504）3.8万股，六
国化工（600470）20万股。资金余额3291133.14元，
总净值9118413.14元，盈利4459.21%。

周五操作计划：南玻A、大冶特钢、鄂尔多斯、天
邑股份、天银机电拟持股待涨，华工科技、六国化工
拟先买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见证奇迹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3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园林工程行业资
金净流入居前。58个行业资金净
流出，其中医药制造、银行等行业
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7只个股获机构
净买入。

个股提示
新媒股份（300770）公司独家

运营与广东IPTV集成播控服务、
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和内容服务
配套的经营性业务。9日获机构
净买入9924万元。

新希望（000876）公司经营的
主要业务包括饲料生产、畜禽养
殖、屠宰及肉制品。9日获机构净
买入229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旭强

A股继续下行
沪深股指双双跌逾1%
啤酒、白酒、食品饮料、机场服务等多个

消费概念板块跌幅居前

承接前一交易日跌势，9日A股继续下行，沪深
股指双双录得逾1%的跌幅。两市延续缩量态势，
总量降至4400亿元以下。

当日上证综指以2871.20点低开，全天都在阴
线区域弱势运行。盘中沪指摸高2888.86点，探低
2845.04点，尾盘收报2850.95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42.81点，跌幅为1.48%。

深证成指收报8877.31点，跌125.22点，跌1.39%。
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抗跌，收盘报1469.48点，跌

幅为0.84%。中小板指数跌1.65%，收报5540.28点。
沪深两市近2500只交易品种收跌，远多于上涨

数量。不计算ST个股，两市近40只个股涨停。中
小板迎来新股N日丰，首日涨幅约为44%。

行业板块大多表现疲弱。啤酒、白酒、食品饮
料、机场服务等多个消费概念板块跌幅居前。前一
交易日跌幅最大的饲料板块当日出现在涨幅榜首
位，黄酒、农业板块涨幅也超过了2%。

沪深 B 指双双下行。上证 B 指跌 0.13%至
294.40点，深证B指跌1.16%至957.04点。

沪深两市延续缩量态势，分别成交1974亿元和
2366亿元，总量降至4400亿元以下。 据新华社

从网箱养鱼起步到中国500强
企业，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一
直以来都是国内叱咤风云的知名民
营企业家之一。

据悉，在8日的股东大会现场，
刘汉元主动对到场的投资者和媒体
表示，为了推进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

年轻化进程，将卸任通威股份董事长
一职，仅保留其董事职务。

对于刘汉元卸任旗下上市公司
通威股份董事长职务，通威股份新任
董秘严轲表示，刘汉元此举主要是为
了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年
轻化。

掘金龙虎榜

园林工程
资金净流入

通威股份董事长换帅

为何交棒给“80后”谢毅？

5月8日晚间，通威集团上市公司通威股份发布公告称，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卸任上
市公司董事长一职，由通威太阳能董事长谢毅担任新任董事长。

“刘汉元主席将股份公司交棒给谢毅董事长，旨在进一步推进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年轻化，也是对
2013年以来谢毅董事长在通威太阳能的工作的高度认可。”公司新任董秘严轲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威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刘汉元并非“退休”，他将继续担任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同时在通威
股份也仍保留董事职务，将新帅扶上马后“再送一程”。

走马上任的年轻新帅为
什么是谢毅？通威股份董秘
严轲表示，这主要是刘汉元对
2013年以来谢毅在通威太阳
能的工作高度认可。

公开资料显示，谢毅是四
川西昌人，英国伦敦帝国理工
学院管理学硕士毕业。毕业后
他曾经在四川博览局担任副科
长职务，并在2011年从该岗位
上离职，前往通威集团担任总
裁助理职务。两年后，谢毅开
始接手通威太阳能相关业务，
担任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
司董事长。

在太阳能业务的岗位上，
谢毅的表现堪称优异。他担
任通威太阳能董事长以来，
2014年首年便实现盈利。5
年时间内，通威太阳能产能规

模扩大了10倍，销售收入增
长了100倍，剑指百亿级企业
俱乐部。

“刘汉元主席选择他作为
股份公司的新任董事长，也是
希望他能够将在通威太阳能
积累的管理经验带给整个上
市公司，包括水产饲料等板
块。”严轲说。

“接棒人”谢毅：
曾在政府部门任职

因太阳能业务“战绩”获认可

刘汉元“交棒”：
旨在“推进上市公司高管年轻化”

事实上，除了1984年出生的谢
毅之外，通威股份新一届高管团队的

“80后”不止一位。通威股份公告显
示：新任董秘严轲是1985年出生，监
事会主席邓三是1984年生，证券代
表李华玉则是1983年出生。

不过，通威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刘
汉元并非退休，他将继续担任通威集团
董事局主席一职。同时，在上市公司也
仍然保留董事职务，为的是将新帅扶上
马后“再送一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之后，刘汉元、
谢毅、严虎、段雍、闫天兵、王晓辉共
同成为通威股份第七届董事，杜坤
伦、王进、傅代国成为独立董事。刘
汉元指出，从通威股份董事会结构来
看，将形成4名内部董事、2名外部董
事及3名独立董事的架构。在未来，
如果通威股份需要再引进战略投资
者，那么通威集团可以再度让出1名
董事席位，形成3+3+3的董事会格
局，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集团职务不变
将新帅扶上马后“再送一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雅儒 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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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进入夏天，时令水果荔
枝也在四川上市了。但最

近网上有传言称，今年荔枝价格飞
涨，大家直呼吃不起。继“车厘子无
法自由”后，“好荔害”真的来了吗？
5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访了成都十余家水果店、超市，
以及网购平台后发现，大多数商铺
的价格在20-40元之间。也有店
铺因品种原因，卖出了的价格近60
元一斤，单价已超过“水果之王”榴
莲，直逼“果中贵族”车厘子。

刚上市妃子笑荔枝
均价在20—40元间

每年5、6月份，都是荔枝上市
的季节。在微信、微博等平台，有
网友发帖称，“自上百元一斤的车
厘子出现后，荔枝也要以高价‘出
道’了”。这样的帖子，吓坏了一众
喜欢吃荔枝的人。究竟是真是
假？9日，记者赶往成都十余家水
果店，并光顾了几家水果线上平
台，一探究竟。

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北四街水
果贩卖集合地内，几乎每个店铺里
都已出现了荔枝的身影。“刚上市
的妃子笑，28元一斤。”在一家水
果店前，店员谢女士招呼着来往市

民，“早上刚运来的，新鲜得很。”而
在街角另一家店铺内，红、绿两款

“妃子笑”也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单价 30元一斤。店主罗女士介
绍，由于荔枝刚上市不久，只有“妃
子笑”一个品种，等五月末荔枝大
量上市了，种类还会更多些。

随后记者走访成都市锦江区
多家超市看到，超市里荔枝的价格
与水果店持平，大约在20—40元
之间。但除了水果店常有的“妃子
笑”，一款“白糖罂荔枝”也吸引到
不少市民选购。不过，跟先前的

“妃子笑”相比，这款荔枝则标出了
59.9一斤的价格。除了散称，还可
按份购买，一盒简易包装好的荔枝
共17颗，售价39元，平均2元一
颗。记者注意到，这样的单价已超
过旁边43元一斤的榴莲，直逼70
元一斤的车厘子。

商家称进货价偏高
“60多块一斤没人买”

而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同样出

现了高价荔枝。一家在线配送
商店中，8折后的海南白糖罂荔
枝单价为 64 元一斤。随后，记
者前往其线下商店走访时，店员
苏先生说，对于网友反映的价格
问题，今年荔枝确实比往年贵
些。“去年最低卖过几元一斤的
价格，好一点的十几二十元一
斤。”苏先生说，但现在“妃子笑”
差不多都是 30 元左右的价格，

“白糖罂荔枝”就更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荔枝价格走高，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了商家的销量。

“就在刚才，一对小情侣想买，听
到价格就走了。”苏先生坦言，具
体为什么今年偏贵，他也说不
清，可能与刚上市有关，过阵子
价格还会有变化，也有可能跟荔
枝今年的产量有关。“我们家的
荔枝都是从广东那边进的，今年
的进货价就偏高，这两天60多块
一斤的荔枝没人买，我们也就没进
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韩雨霁 摄影报道

走
访

涨
了

“好荔害”！

你会买吗？？
60元一斤“白糖罂荔枝”

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资料图） 通威股份董事长谢毅（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