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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通报“奔驰失控致 4 死 13 伤”事故最新调查进展

女司机穿拖鞋 油门当刹车
陕西商洛 5 种疫苗均在有效期
商洛疫苗事件工作组通报：网传过期疫苗系出入库登记不规范
网传商洛市多例儿童疑似接种过期疫苗，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陕西省商洛疫苗事
件工作组 9 日通报，网民反映的百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流脑 A+C 结合疫苗、乙脑
减毒活疫苗和 A 群流脑多糖疫苗等 5 个品种疫苗均在有效期内接种。 但存在疫苗出
入库管理登记不规范，接种流程不规范。 通报称，将严肃追究商洛市政府责任，责成商
洛市政府向陕西省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共核查 12 种疫苗

▲图为事发现场文二西路竞舟路口。
7 月 30 日晚 7 时许，文二西路竞舟路口发生一起严重车祸：女司机陈某某驾驶一
辆黑色 SUV 肇事。 车祸造成 4 人死亡，13 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昨天，杭州市公安局官
方微博“平安杭州”通报了这起事故的最新调查进展：司机穿拖鞋上路，操作失误，将油
门当刹车使用。

穿拖鞋驾车

昨天，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
安杭州”再一次通报发生在杭州文二西
路竞舟路口的 7·30道路交通肇事案的
最新调查进展：经警方调查，涉案嫌疑
人陈某某穿拖鞋驾驶浙 A87T97号小
型越野客车上路行驶，行经文一西路竞
舟路口由东向南左转弯时未靠路口中心
点左侧转弯，左侧车轮冲上道路中央分
隔带端部缘石，因操作失误，将油门当刹
车使用，致使车辆在竞舟路由北向南行
驶过程中逐步加速至约 132公里 / 小
时，车辆在路口南北向红灯状态下通过

后，在文二西路竞舟路口发生事故，造
成 4人死亡、13人受伤及车辆、道路设
施等不同程度损坏，其行为涉嫌交通肇
事罪。
经杭州警方委托公安部道路交通管
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
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杭州市安康司
法鉴定所分别对车辆、车速、涉案嫌疑人
驾车时穿的右脚拖鞋鞋底印痕及精神医
学和法定能力评定等进行相关鉴定，确
认陈某某精神状态正常，具有完全刑事
责任能力。

此前通报六次

这是杭州市公安局对此事故的第六
次通报。
7月 30日当晚 9时，杭州市公安局
官方微博“平安杭州”第一次通报——
—肇
事者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当天约两个小时之后，
“平安杭州”第
二次通报——
—初步排除肇事司机酒驾、毒
驾嫌疑。
—肇
7月 31日清晨，第三次通报——
事车辆已送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肇事
驾驶人陈某某现在警方控制下接受医院
治疗。
当天下午，第四次通报——
—公安机关

已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对犯罪嫌
疑人陈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月 4日下午，“平安杭州”通报调查
进展——
—7·30事故发生后，杭州警方委
托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中心对涉案的浙 A87T97号小
型越野客车进行检验鉴定。该中心对车辆
制动、灯光及转向系统作了检验鉴定，已
于 8月 3日出具了检验报告。据报告显
示，送检车辆制动系统可实现制动功能，
灯光及转向系统均无异常。检验报告已陆
续送达受害者及家属、犯罪嫌疑人。

金融地产上涨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 7 月成绩斐然

7月 A股市场小幅反弹，受宽松政策
信号增多刺激，金融地产板块表现格外活
跃。Wind数据显示，7月沪深 300金融
地产指数小幅上涨。在板块行情驱动下，
相关主题基金表现居前，根据银河证券最
新数据，国内主投金融地产的主动权益基
金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混合（000251）
近一个月成绩优越。新资管格局下，金融
龙头集聚效应将日益凸显，金融板块估值
处于历史低位，金融地产主题基金的配置
价值值得关注。
7月以来货币及财政政策频现积极
信号。释放流动性，超出市场预期；7月 23
日有关部门确定下半年宏观政策主基调
“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
政策要松紧适度”。在利好政策推动下，以
金融地产为代表的多个周期行业进入上
涨区间，金融地产主题基金业绩表现也相

据封面新闻

应水涨船高。银河证券数据显示，7月全
市场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整体向好，其中
52只金融及地产主题基金平均取得不错
的成绩，工银瑞信金融地产混合基金也遥
遥领先于同类基金平均水平。值得关注的
是，作为“漂亮 50”基金，工银瑞信金融地
产混合长跑能力更为出众，银河证券数据
显示，截至 7月 27日，该基金近两年累计
上涨明显，居同类前列。自 2013年 8月
26日成立以来，该基金已累计实现超好
成绩。
中银证券认为，随着后市风险偏好的
回升，前期由于金融风险重估而被抑制的
周期和金融板块会得到修复，金融地产将
是未来市场上涨的中坚力量，配置价值显
现。业内人士建议，看好金融地产板块的投
资者，不妨借道长期业绩领先的主题基金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择机布局。

网传商洛市多例儿童疑似接种过期
疫苗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陕
西全面部署商洛疫苗事件处置工作，成
立了工作组，组织 37名专家，对商洛疫
苗事件全面开展了独立核查。
调查组对商洛市商州区城关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通信巷、名人街、工农路
等 3个接种门诊进行全面核查，查阅上

述接种门诊近 2年疫苗出入库管理记
录，共核查 12种疫苗 71批次 32616剂
次，未发现有过期批次疫苗入库现象和
过期疫苗接种现象。调查组认为，网民
反映的百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流脑
A+C结合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和 A
群流脑多糖疫苗等 5个品种疫苗均在
有效期内接种。

接种证登记错误

通报称，网民反映 1名儿童疑似接
种了过期百白破疫苗，经查，接种时疫
苗处于有效期内，系接种证登记错误所
致。网民反映 1名儿童疑似接种了过期
麻腮风疫苗，经查，登记疫苗批号为麻
疹风疹疫苗的批号，实际接种麻腮风疫
苗，接种时疫苗处于有效期内，属登记
错误。网民反映 1名儿童疑似接种了过
期流脑 A+C结合疫苗，经查，该疫苗接

种证记录的疫苗批号与疫苗发药明细
表登记批号不一致，属接种证登记错
误，接种时疫苗处于有效期内。网民反
映 1名儿童 （与接种麻腮风疫苗为同一
儿童）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和 A群流脑
多糖疫苗，批号网查无结果，经查，这两
种疫苗实际批号均可查询到中检院生
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接
种，属接种证登记错误。

出入库管理不规范

对于疑似 175支乙脑减毒活疫苗过
期出库问题，经调查，发现该接种门诊
2017年 6月 21日、7月 23日的出入库
记录将 2批共计 165支 201606A068-2
批号的疫苗与 2017年 3月 30日入库、5
月 22日剩余的 10支 201512A134-1
批次的疫苗以简单同上符号“、、”予以登
记，形成了 175支 201512A134-1批号
疫苗的出库记录，导致在出入库登记记
录中显示将过期疫苗发放至接种门诊的
现象，属疫苗批号信息登记错误所致。经
儿童预防接种信 息 管 理 系 统 查 证 ，
201512A134-1批 号 疫 苗 在 有 效 期
2017年 6月 18日后再无接种记录。
通报称，主要问题及原因为：一是管
理不到位。疫苗出入库管理登记不规范，
三个接种点均存在入库疫苗批次混登现
象，未严格执行一苗一批次一登记“日清月
结”的规定。接种流程不规范，三个接种点
均未按照“先接种，后上证上卡”的流程操

环保太奇妙 思考也快乐

作。为图省事，自行制作疫苗批次卡，不及
时更新，造成信息登记错误，导致网民和民
众的质疑。二是接种点能力薄弱。接种门诊
的布局均不合理，空间狭小，人员不足，工
作量大，预防接种管理信息化程度低。三是
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接种人员教育、培
训不到位，存在随意登记疫苗的批号、擅自
变换操作流程的现象。四是相关职能部门
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到位。
通报称，将严肃追究商洛市政府责
任，责成商洛市政府向陕西省政府作出
深刻书面检查。商洛市要以本次疫苗事
件中暴露出的问题为警示，对全市疫苗
配送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改，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人员培训，规范管理
服务，确保民众疫苗接种安全。
要求商洛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问责和处理，有关问责和处理方
案事前要及时报陕西省委、省政府审定。
综合《商洛日报》、中新社

--2018 永旺奇乐思俱乐部全国大会即将启动

永旺奇乐思俱乐部是以中小学生 28名小会员将齐聚北京，度过暑期快 们将会尝试利用身边最微不足道的植
物苔藓制作创意苔藓瓶，并有机会将
为对象的环保俱乐部，旨在丰富少年 乐而有意义的三天。
儿童的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识， 2018永旺奇乐思俱乐部全国大 废弃的材料和昆虫变成一件充满艺术
2014年起在中国全面启动。今年永旺 会将围绕沟通协作、自然博物、营地体 气息的标本，更能与小伙伴携手露营、
刘文
奇乐思俱乐部将举办首届全国大会， 验、环保再生等内容开展活动。小会员 聆听讲座。
客户为先合规为本 乾道集团心无旁骛有态度
七年来，乾道从不足 10人的创 碑，获得市场一致好评。
团将各类风险有效划分，根据具体类
业团队，发展为目前近千人的人员规
这一切的成绩，都离不开乾道七 别，整合内外资源，配置专项团队，建
模；办公场地发展到目前北京主语国 年来深入内心的合规经营原则，以及 立完善体系，将风险管理职责嵌入到
际总部的独栋写字楼以及全国 10余 客户为先立场。乾道用切实行动向客 各类业务和经营管理活动中，有针对
个城市的分支机构职场；品牌形象从 户以及全社会展现出自律、稳健、团 性地去处理和防范不同种类的风险。
刘文
最初的陌生，转变为当下的有口皆 结、成长的坚定态度和集团风貌。集
债基配置价值提升 东方添益债基年内成绩优秀
当前货币政策转为边际宽松，同样 成绩优秀，引起稳健投资者的广泛关 央银行票据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自成立
利好信用债。在此背景下，债券基金配 注。 东方添益是东方基金旗下纯债基 以来短中长期业绩优异。Wind数据显
置价值提升。其中，东方添益债基凭借 金，债券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示，东方添益今年以来一路飘红，排名
出色的管理能力取得了较佳成绩，年内 80%，主要投资于国债、地方政府债、中 居同类前列。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