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存女的老家在甘肃，小两口生活工

作都在新疆，怀孕后她便没再工作，家里

全靠丈夫打工赚钱。孩子几个月大时，体

检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辗转几家医

院，高额的医药费以及手术能否成功的不

确定性都让马存女不知所措，也让这个原

本拮据的小家庭雪上加霜。这个无助的

年轻妈妈开始从网上搜索关于先心病救

助的情况，机缘巧合下，她联系到了天津

开发区慈善协会。令她惊讶的是，天津开

发区慈善协会秘书长陈继红让他们立即

来津为孩子治病。

“家里人开始不相信，觉得不可思议，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可是孩子的病容

不得耽误，10月28日，马存女和妈妈、丈

夫一起带着媛媛乘火车从兰州老家来到

了滨海新区。当晚，从车站接他们的正是

陈继红和滨海爱心车队的队长卜金立。

这一刻，悬着的心落地了。

“我们来到陌生的地方，但是感觉特

别亲切。很多人关心我们，帮我们找饭

店、旅店，给我们送东西。第一天我们连

去哪里吃饭都不知道，继红姐知道我们是

回族，还专门找了清真的饭店给我们带吃

的。”说着，马存女已经热泪盈眶。

到达新区的转天，孩子就住进了泰达

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

医院多年来与天津开发区慈善协会合作

开展先心病童救治工作，得知这个消息

后，立即开通了绿色通道，开始为孩子检

查、确诊。与此同时，马存女也提交了爱

心救助贫困先心病患儿手术治疗的相应

资料。鉴于孩子家庭条件困难，医院决定

孩子的手术、治疗等费用全免。

11月18日，小媛媛的手术顺利完成，

在各项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小媛媛如今已

经出院了。看着女儿眨着大大的眼睛，

小手抓弄着玩具，不再像之前那样咳嗽

不适，马存女终于安心了。“感谢大家这

段时间的照顾和帮助，好人一生平安！”

回甘肃前，马存女在大家临时为媛媛建

的微信群里发了致谢的话。她哽咽着告

诉记者，在新区的这些天，很多人关心着

他们一家，送来了孩子的衣服、玩具、毯

子，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自己已经感

动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11月27日，

媛媛一家已平安到家，但新区的热心人们

依旧牵挂着孩子。 记者 许卉

外地一家人带着病童慕名到新区求助 在这里收获爱心与温暖

“感谢大家，好人一生平安！”
上个月，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

的马存女带着六个月大的女儿媛媛来
到天津滨海新区求助。据了解，媛媛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尽快手术治
疗，马存女从网上得知天津开发区慈
善协会可以帮助困难家庭救治先心病
孩子，于是慕名而来。此行，他们带着
未知与希望。没想到，素未谋面的新
区人给了他们一家莫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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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堂
——“营养品”，营养还是噱头？⑤

七、养胃饼干

说“养胃饼干”不靠谱，是说它没有保健食

品认证，却非要宣称保健功效，不合法。和普

通食品相比，它卖那么贵也很离谱。但是，说

养胃饼干不如苏打饼干，就有点过激了。

苏打饼干对胃也未必有好处。苏打饼干

的脂肪和热量并不比其他饼干低，而血糖反应

在各类饼干中却是最高的，糖尿病人根本不值

得吃，苏打饼干对胃酸少的患者没什么好处，

只是对胃酸过多的患者可能起到暂时缓解不

适的作用。简单说，两种饼干都不要吃，直接

吃好三餐就对了。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南方中证 500ETF（基金代码：510500）

再获资金大额逆市净申购！上周五（11 月

29 日），上 交 所 的 盘 后 数 据 显 示 ，中 证

500ETF 的最新规模为 792789.51 万份，较前

一交易日增加10782.79万份，以5.2918元最

新净值核算，单日净申购资金达到5.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沪深股市表现疲软，

主要宽基指数也呈现普跌态势，但中证500指

数却走出强于大市的行情，上周五还是唯一

一只翻红的主流宽基指数，显示出作为成长

新经济的代表，中证500指数所涵盖的相关成

分股，再度成为多方资金的战略布局重点。

从行业属性来看，中证500指数主要聚

焦新兴行业，综合反映中国 A 股市场中等

市值公司的股票价格表现，中证 500 成份

股中近半数为民营企业，成分股主要覆盖

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和计算机等行业，

多为新经济行业。行业分布齐全，覆盖面

广，个股权重均低于 1%，可以有利于规避

“黑天鹅”事件。

从净利润增速来看，2018年在贸易战和

商誉减值等内外部因素影响下，A股整体业

绩下滑，2019 年随着基本面企稳和商誉减

值冲击消退，中证 500 指数业绩迅速回升。

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达11.63%；从WIND

一致预期数据看，分析师预期 2019 年中证

500 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23.27%。从估值来

看，中证500指数的估值仍处底部区域。

作为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500 指数的

ETF，南方中证 500ETF 上市以来跟踪误差

小，在保证基金跟踪误差的同时，获得了显

著的累计正偏。南方中证500ETF无论从成

交量、盘口深度、还是折溢价指标来看，都遥

遥领先，是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活跃度最

高的中证500ETF产品。

南方基金指数投资部指出，流动性是

ETF 产品的命脉，具有规模优势的中证

500ETF 市场流动性与成交活跃度遥遥领

先。除与顶尖的做市商合作外，南方基金在

提升 ETF 交易便利性与流动性方面一直走

在前列。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今年以来，

南方中证500ETF的日均成交额超13亿元，

累计成交额超 2800 亿元，成交金额同类占

比超80%，其中更有数日实现单日成交额超

30亿元的巨量。 广告

中证500指数逆市翻红 南方500ETF单日获超5亿净申购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祥合海鲜超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20116MA06B9EU12，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携手奋进再启航 巨龙腾飞创辉煌
——天津市黑龙江商会隆重举行五周年庆典大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天津市黑龙江商

会在万丽天津宾馆隆重举行五周年庆典大
会。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兼秘书长桓玉珊
及相关领导出席大会。

天津市黑龙江商会会长徐景海致辞。
黑龙江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赵文华，黑龙
江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沙育超及天
津市工商联副主席娄杰、龙商联盟主席田

在玮出席会议并讲话。伊春市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赵喜义同志以及黑龙江省各地市政
府相关部门领导、全国各地龙商会长、天津
异地商会负责人、企业家代表等600余人
莅临现场祝贺。

会议回顾总结了五年发展历程，展望
了未来宏伟蓝图。天津龙商必将戮力同
心、携手前行，共谱华彩篇章！ 广告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汇洁洗衣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120116MA068Y2H01，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

广告热线：65622929 65622968 广告

在滴滴拼车上线四周年之际，滴滴宣

布，12月3日将在包括天津在内的26个城市

推出拼成打1折，最高减100元的活动，打造

首个“全民拼车日”。

据了解，滴滴拼车是系统将路线相近的

乘客进行匹配，共享车上的每一个座位，从

而分担车费、降低出行成本。新拼车所具备

的两大功能，可分别满足时效和高性价比的

用户需求。对于更注重快速出发的用户，可

在快车页面勾选“接受拼车”再发单，空车和

已接到拼友的载人车都能来接驾。

拼车能够有效减少车辆空驶率，提高交

通效率，让有限的网约车供给和城市道路资

源得到最大化利用。滴滴平台数据显示，自

拼车上线以来累计有 29 亿人次使用过拼

车，最近一年累计行驶45亿公里。在北京

约有30%的滴滴用户会在通勤高峰时段选

择拼车，有助于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滴滴拼车：12月3日26城拼成打1折

国际金融报社“益心·永续”2019第二届

CSR先锋论坛暨企业社会责任颁奖典礼于

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论坛表彰了一批在

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卓越的企业和个

人。凭借在陕西咸阳永寿、长武、旬邑、淳化

“北四县”扶贫工作的成绩，中银基金荣膺

“2019年度精准扶贫企业”评选中揽获重量

级大奖。

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县”已于2019年5

月实现脱贫摘帽，中银基金也将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为扶贫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中银基金荣膺
“2019年度精准扶贫企业”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2019年动漫游戏产业发展论坛上获悉，

在国内游戏行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新区

企业看准海外游戏市场的巨大潜力，积极

布局，加速掘金。

据了解，去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发布通知，称由于机构改革，所有游戏版

号的发放全面暂停，游戏行业竞争倏然加

剧。而海外市场成为了不少企业的“救命稻

草”。据统计，至2020年全球游戏玩家将突

破25亿。因此，包括新区本土企业在内的不

少游戏企业都将发展目光投向了海外。

记者了解到，不少落户于新区的游戏

企业的“出海”之路已经获得了成功。如

英雄互娱在海外发行了很多游戏，包括

《全民枪战》《Hopeless Land》《巅峰战舰》

《战争艺术:赤潮》等产品。其中，《巅峰战

舰》上线后获得App Store全球54个国家

和地区的同步推荐,创造了TPS海战类的

苹果推荐世界纪录；《战争艺术:赤潮》上线

后获得全球 154 个国家和地区的 App

Store推荐，获得苹果中国区同年最佳iPad

游戏。由掌趣游戏发行的《全民奇迹MU》

同样成绩不俗，借助这款优秀产品，掌趣

科技借此迅速扩大了公司在韩国移动游

戏市场的市场份额，是中国手游出海的标

杆级作品。一批精品手游在海外的联合唱

响为游戏企业“出海”增强了信心，新区本土

游戏企业也纷纷开始布局海外市场。思问

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滨海新区

的本土游戏企业。据公司CEO苏震介绍，

公司成立伊始便将目光望向了海外，2018

年，动作竞技手游《海盗法则》在海外发行，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今年还有几款游戏正

在测试中，预计明年将在海外发行。

时报讯（记者 王梓）昨日，两家滨海

新区企业中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与

天津绿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合作，促使天津

市首个危废源头资源化利用项目在新

区实现落地，拉动区域固废综合利用产

业发展。

据中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程书田介绍，该公司每年产生

49类200L废旧包装桶10万余只，委托第

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危废处理，按照

每只桶30元左右的处理价格，每年处理

费用约375万元，且钢桶也无法收回，按

照每只桶采购成本 150 元计算，每年需

支出超过 1800 万元。不仅如此，这种危

废处理模式还存在危废处置成本高、处

置单位接收不及时、不能源头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等诸多问题。为了促进危险废

物源头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公司与天津

绿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共

建天津市首个危废源头资源化利用项

目，中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将与天津

绿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危险废物咨询

管理、利用处置等开展深入合作。

程书田告诉记者，合作后，在厂内便

可以进行废旧包装桶的清洗，实现循环利

用。“项目建成后，废旧包装桶经过清洗处

理，可以循环使用3次左右，生产成本大幅

降低。由于项目紧靠生产线，同时节省了

运输成本。另外，包装桶无法循环利用

后，还可以通过项目方交由钢厂作为炼钢

原料使用，进一步摊薄了成本。经测算，

该项目未来预计每年产生经济效益500余

万元，同时避免了危废转移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恶意倾倒、非法转移、非法处置等对

企业的溯源追责风险和环境污染风险，可

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结合。”程书田表示，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

环评阶段，预计2020年3月底或4月初投

用，为整个行业提供示范。

“10月16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提

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

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鼓励

源头资源化利用，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天津绿展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和中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进行

的危废源头资源化利用项目便是意见在

滨海新区的生动实践。据张兆军介绍，该

项目选址在中石化润滑油天津分公司内，

规划了5000平方米的车间及相应的罩棚，

将新建10万只/年的废桶清洗装置。

在张兆军看来，此次合作能够实现

源头清洁化、过程减量化、资源能源利用

最大化、污染治理高效化、环境风险可控

化的绿色工厂目标，对于产业发展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见。从危废源

头入手，进行资源化利用的项目在新区

将越来越多，区域固废综合利用产业也

将不断提质升级。

新区游戏企业加速“出海”掘金

全市首个危废源头资源化利用项目落地

新区固废综合利用产业添“硬核”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张
月）一程序员为寻求升职加薪，与公司谈判未

果，最终一拍两散。离职后，该程序员竟侵入

公司计算机系统恶意破坏，给公司造成巨额损

失。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为受侵害企业及时挽回损

失提供了重要帮助。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海泰派出所接到辖

区某企业报案称，公司存储在服务器中的数据

文件被恶意删除，导致与其他公司的合作项目

延期交付，产生违约金，造成大额经济损失。

接报后，专案组民警通过回溯该公司服

务器数据，发现该公司服务器曾被人非法登

录，并在短时间内删除了服务器内公司正在

搭建的代码数据。嫌疑人使用境外IP登陆，

手法熟练，具备专业网络技术基础和一定的

反侦查意识。专案组从两方面入手展开工

作，一是继续深挖数据线索，补充完善证据

链条；另一方面与公司管理层密切沟通，对

该公司近期工作、人事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最终，确定一名叫蒋某的离职员工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

11月13日，蒋某在家中被成功抓获，并如

实承认了破坏前单位计算机系统的犯罪事

实。据蒋某交代，其认为平时工作辛劳，便和

管理者要求升职加薪。谈判失败后，一气之下

选择了离职。蒋某不满公司对自己的“剥削”，

便选择了“报复”。目前，蒋某已被依法刑拘，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程序员变身“黑客”
“报复”前东家被抓

孩子们称他为“樊爷爷”

樊佳明退休前是中石化四建公司的

一名老钳工，今年 66 岁。在一次送自己

小孙女上学的过程中，樊佳明发现大港一

小门前是交通主干道迎宾街，孩子上下学

期间，校门前车水马龙、孩子追逐打闹，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于是，樊大爷萌生了

当一名义务交通劝导员的念头。

5年前的一个冬天，樊大爷开始了义

务交通劝导员的生活。每天早上，他把小

孙女送至校园后，便在学校门口的斑马线

周围帮着护学岗的保安和执勤老师指挥

车辆，护送学生。中午老人早早就到学校

门口，把放学的孙女安置在一旁，随即又

跟着执勤保安劝导行人，为放学路上的孩

子筑起一道安全“防火墙”，直到孩子们差

不多走完了，老人才离开。

据大港一小的执勤老师介绍，自5年

前当义务交通劝导员以来，樊佳明老人平

均每天要在马路上站三个小时。5年来，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只要是

孩子们上学期间，都会看到樊大爷戴着志

愿者标识的身影，孩子们也都熟悉了他，

亲切地称他为“樊爷爷”。樊爷爷每天一

趟一趟往返于马路与校门口之间，牵着孩

子们的小手，安全地把他们送进校园。

家长“感觉很温暖”

“每天早上、中午、下午，我都像正常

上班一样来到‘岗位’执勤，维持校园门口

秩序，护送孩子安全入校，这已成为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樊大爷边忙着

执勤边跟记者说，“每天能看到孩子们蹦

蹦跳跳地进教室，还能听到一声‘爷爷

好’，心里就开心得不得了！”

在学校门前执勤时，经常有家长问樊

大爷：“你这么坚持当这个志愿者，学校给

你多钱啊？”他说，“没有钱，是我主动要当

的。”然后他又指着自己佩戴的党徽说，

“俺就为了对得起这个党徽，不图别的。”

樊大爷为孩子们站岗维安的事深受

家长好评。“学校处在繁华的城区，放学时

间正赶上交通高峰，人流、车流拥挤不堪，

再加上小学生控制能力差，能有志愿者维

护秩序，能看到樊大爷的党徽，不仅放心，

而且感觉很温暖。”昨日下午，一位正在门

口接孩子的家长表示。

坚持在小学门口义务“站岗”5年

“樊爷爷”：风雨无阻护航上学路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周敬民 摄影报道

“大家跟上，走斑马线！”“请规
范停车，注意孩子们的安全！”昨日
一早，在大港第一小学校门口，一
位佩戴着党徽的老人冒着寒风穿
梭在校门口的斑马线周围，指引着
学生过马路。走过校门口的每一
位小学生无一不向老人打招呼问
好：“樊爷爷早上好，您辛苦了！”

孩子们口中的“樊爷爷”名叫
樊佳明，是一位退休老党员。5年
多来，66岁的樊大爷不论刮风下
雨，每到上下学的时间，就准时出
现在校门口，义务为同学们站岗，
守护他们的安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从有了这个

“岗位”后，除寒暑假外，樊大爷平日里

几乎没有了私人时间。“不敢出远门，上

哪去都得先琢磨看上下学时能不能赶

回来。”樊大爷袒露，为了“站岗”，他常

扫家人和朋友们的兴致。面对家人的

不理解，他只有一句话：“做志愿者不能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对得起这个称

呼！”樊大爷这种持之以恒的志愿者精神

也令学校领导钦佩不已，最近学校决定，

特聘他为大港一小校园志愿者，并为他

颁发了工作牌，还邀请他走进校园，为孩

子们讲述如何当一名志愿者，并教导孩

子们将这份志愿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爱暖滨海爱暖滨海
走走近新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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