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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差异性及交易协同性
如何？

第二次问询函要求全通教育结合
巴九灵的主营业务和所属行业、全通教
育和巴九灵的业务差异，进一步核实说
明交易的目的以及交易的协同性。

全通教育在回复中表示，全通教
育用户群体主要为基础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家长和中小学生；巴九灵的
用户群体主要为新中产、企业管理人
及企业；双方客户资源存在转换的可
能性。

全通教育认为，本次并购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职业教育团队可以与巴九
灵的“企投家学院”“新匠人学院”等团
队一起，利用该公司现有的外部专家
资源和企业资源，并结合双方各自优
势，共同规划、开发“新商科”、“新管
理”、“新工科”等国家大力支持且亟待
推广的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方案和实训
基地建设方案。

■吴晓波若离职影响如何？
深交所第二次问询函要求说明如

果吴晓波五年后离职并在两年竞业禁
止期满后从事与巴九灵相同或类似的

业务，全通教育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全通教育表示，一方面，将进一步

完善巴九灵的业务体系和团队建设，
特别是加强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协同，
强化上市公司并表范围内各项业务
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注重巩固
和提升巴九灵的经营独立性，结合吴
晓波个人对巴九灵各业务板块的参
与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弱化其个人
对业务的直接影响，如进一步完善导
师团队的建制、丰富社群活动的类
型、加强对课程研发的投入以及不断
更新和充实知识付费业务的音视频

内容等。

■牵线融资背景动机是否涉
及重组？

因吴晓波持有杭州蓝狮子股份并
担任其董事，邵冰冰担任杭州蓝狮子
总经理，深交所第二次问询函要求全
通教育说明经吴晓波牵线，陈炽昌与
杭州蓝狮子洽谈并推进股票质押借款
事宜，要求说明吴晓波牵线帮助陈炽
昌融资的背景、动机，是否涉及到本次
重组交易的谈判、筹划。

对此，陈炽昌说明，今年 1月将股
票质押给杭州蓝狮子主要是为解决个
人资金困局，质押所融资金主要用于
偿还债务，与本次重组事宜无关。吴晓
波也说明，考虑到全通教育当时的股
价处于历史较低位、二级市场整体低
迷，并认可其发展方向，蓝狮子经由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融资事项，此次融
资事项不涉及本次重组交易。

全通教育表示，根据陈炽昌、吴晓
波的书面回复及蓝狮子与陈炽昌签署
的质押协议，吴晓波牵线帮助陈炽昌融
资不涉及到本次重组交易的谈判。本次
交易也并非谋求全通教育控制权。

■小学时就梦想考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是我国少数有招收

听障生的高校，因其考题难度大，分数
要求高，在听障考生心中的地位，相当
于“北大”。喜讯传来，陈振华和妈妈都
十分激动。

“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提出的要
求，陈振华都会很认真的去完成。”妈
妈梁燕玲说，陈振华小学时就一直有
一个梦想——考大学。

陈振华一岁多时被查出神经性
耳聋，妈妈没有放弃，带着他辗转求
医，并去广州读语训班。7岁时，陈振
华入读中山市特殊学校。五年级时，
听说特校有听障生考上大学，陈振
华告诉妈妈：“我也要考大学。”此
后，陈振华像变了一个人，开始刻苦
学习。

到了高考前一年，陈振华每晚在
家学习到深夜，常常超过 12点还在做

练习。妈妈说，有时一觉醒来，发现孩
子房间灯还亮着。“我叫他别做了，明
早早点起来再做。他说，不行。不做完，
睡不着。”看到孩子如此刻苦，妈妈一
面很高兴，一面又很心痛。

■物理老师为他开了三年“小灶”
上高中后，陈振华就将考大学的

目标锁定为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专
业。但这个专业不仅竞争大，而且比其

它招收听障生的大学要多考一门物
理。许多考生都因这个拦路虎而放弃，
但陈振华的物理老师谢金汉帮他实现
了梦想。谢金汉是中山市特殊学校唯
一的一位物理老师，从高一开始就教
陈振华物理，陈振华也是他这三年来
唯一的高中学生。

从普校过来的谢金汉不会手语，
有许多物理专业名词也没办法用手语
表示，两人上课只好用纸用笔来沟通。

“有时一节课也讲不完一道题，时间根
本不够用。”着急的谢老师决定，除周
五和节假日，其余的日子，每天放学后
给陈振华再补一个小时物理课。这“小
灶”一开，就是三年。对于陈振华的物
理成绩，谢老师充满信心，觉得考北京
联大一定没问题。

终于，凭着自己对梦想努力的追
求，在老师的帮助下，陈振华实现了自
己的大学梦。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昨日起，
国管公积金中心正式实施二套房“认
房又认贷”新政策，二套房首付比例
调整为最低六成且最多贷60万元，以
购房网签日期为准。对此，很多市民
担心对中山公积金贷款政策有影响，
记者昨日从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
到，国管公积金中心的政策调整主要
针对其管辖的中央直属机关单位而
言，中山公积金并不在中央直属机关
单位内，该政策并不影响中山公积金
二套房贷款政策。

■我市公积金二套房贷款
“认房也认贷”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中山公积金二套房贷
款“认房也认贷”，

二套房的认定条件为在中山有
一套住房，即使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
也认定为“二套房”，同时已经使用过
一次公积金贷款购房，名下没有房子
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也被认为“二套
房”。

在首付方面，我市申请公积金贷
款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 20%；额度方
面，每人最高额度为40万元，单套住房
最高可申请80万，另外，中山市高层次
人才和纳入市“新三百”计划的骨干企
业培养引进的人才，购买首套住房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时，凭相
关证明可享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政策支持，夫妻两人共同申请最高
可上浮20%的贷款额度；利率方面，使
用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第二套自住住
房的，利率不得低于同期首套公积金
贷款利率的1.1倍。中山市不受理第三
套及以上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发
放公积金贷款。

■3月全市发放公积金贷
款4.97亿元

市公积金相关负责人介绍，3月
我市发放公积金贷款 4.97亿元，环比
增长 40%。在放贷宗数方面，3月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共发放贷款1000笔，按
购房类型区分，在1000笔贷款中一手
房贷款818笔，贷款金额4.18亿，占比
84%；二手房贷款 182 笔，贷款金额
0.79 亿，占比 16%。按申请人类型区
分，单职工贷款623笔，单笔平均贷款
金额 37万元；双职工（含以上）贷款
368笔，单笔平均贷款金额72万元。

据了解，3月公积金贷款楼盘最多
的是华发生态庄园，共发放公积金贷
款 91笔，金额达 4680万元；其次为雅
居乐·剑桥郡，贷款宗数为44宗，贷款
金额为2313万元；第三名为雅居乐新
城，贷款宗数为32宗，贷款金额为1493
万元。

目前该院开设手术有：
●矫形骨科：全膝关节置换术，单

髁置换术，膝关节周围截骨术，全髋关
节置换术，髋、膝关节翻修术等;

●创伤骨科：四肢骨折复位固定
术，关节骨折复位固定术，髋臼骨盆骨
折复位固定术，肢体延长畸形重建术，
足踝骨折畸形复位矫形固定术等;

●手外科：手部畸形矫正术，手部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肌腱神经修复
术，肌腱神经松解术，肿物切除术等;

●脊柱外科：颈椎腰椎间盘突出微
创手术，颈椎胸椎腰椎骨折复位内固定
术，胸腰椎椎体后凸成型术，腰椎管狭
窄滑脱内固定术，颈椎椎管扩大成型
术，计算机导航辅助下脊柱微创手术。

中山积水潭医院开收手术病人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杨

嘉琪）记者了解到，中山积水潭骨科医
院从昨日起开始正式接收手术病人，当
天上午已接收了3位手术病人。

昨日来的第一位预约住院行手术
治疗的病人叫欧伯，他因为左膝疼痛，
几个月前来就诊，被诊断为左膝骨性关
节炎，医生告诉他，建议保守治疗，效果
不佳时，行“左膝单髁置换术”。在主治
医师的安排下，欧伯将于 4 月 17 日手
术。

据了解，中山积水潭骨科医院拥有
15间手术室，并配备有先进的数字化手
术导航设备。在手术室开启的准备工作
中，面对数目繁多的手术器械，医护人
员一一进行了确认和操作。同时进行了
技能培训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的培训。

该院副院长李海贝表示，未来医院
还会接收更多像欧伯这样的患者，希望
这些患者在这里能接受更好的骨科医
疗服务，恢复更好的运动功能，从而提
高生活质量。

温馨提示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李思
宇）4月 15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
市拟认定三乡镇理工学校、市技师学院
两所院校为广东省粤菜师傅培训基地，
拟认定广东省麦广帆粤菜师傅大师工
作室、广东省郑耀荣粤菜师傅大师工作
室为广东省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目前
认定名单仍处于公示阶段，市民对公示
名单有异议可向市人社局反映。

记者了解到，根据要求，培训基地
将在省、市人社部门的统筹协调和指导
下开展粤菜师傅培养工作。基地建设要
求实际教学和实训场地的建筑面积不
少于1500平方米；配备满足教学要求的
专用教室达到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以

上；满足专业（工种）基本操作和实训教
学需要的实训场地达到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设专业专职教师不少于 3
人。按照规定，获认定的培训基地每个
可获2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而根据工作室建设要求，工作室须
有3个以上技能骨干作为成员，通过传、
帮、带，使技艺技能得到传承。按照规
定，获认定的省级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
可获得15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目前，培训基地和工作室认定的名
单仍在公示，公示时间截止至4月18日。
市民如果对公示的省级粤菜师傅培训
基地和大师工作室有异议，可书面向市
人社局反映。

我市拟认定两个
省级粤菜师傅培训基地

目前正处于公示阶段

4月14日上午，我市第二届硬笔书法大赛获奖作品暨全国名家邀请展在市文联
文艺家活动中心开幕。此次展览由市书法家协会、市美术馆、中山民进开明画院联合
主办，展出100多位全国硬笔书法名家的140件硬笔书法精品，致力于普及推广硬笔
书法艺术。

本报记者 黎旭升 周振捷 摄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在西区烟洲
社区，小宁（化名）在父母离异后随母
亲、舅舅、外婆一起生活。由于母亲患有
精神类疾病，靠外婆退休金勉强维生的
小宁一家过得捉襟见肘。每到周末只能
窝在书店里看书而不敢向外婆提出买
书的需求。昨日，由西区社工综合服务
中心和西区团工委携手举办了微光公
益暨新性相息剧场教育爱心助学活动
中，像小宁一样的30名西区困难家庭儿
童获赠了价值 8000元的购书卡和阅读
大礼包，为他们圆了“阅读梦”。

西区社工综合服务中心社工魏微
告诉记者，初次接触小宁是在社区一堂
性教育普及课堂上。只见小宁安静地坐
在一角，翻看由西区社工综合服务中心
所创作的性教育绘本，看得十分入神。
当社工走进了小宁的生活时发现，这个

生活贫苦孩子十分喜欢阅读。每个周末
雷打不动地“泡书店”，然而由于经济原
因，喜欢看书的小宁一直不敢向外婆提
出买书的需求。

据悉，本次活动共设置了新“性”相
息剧场宣传教育和爱心助学发放仪式
两部分。在活动第一部分，社工邀请了
大学生义工陪同西区的低年级学生共
同阅读性教育绘本图书，并进行自我
保护主题的剧场游戏互动，将绘本故
事自编自导自演成预防性侵害情景
剧，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面对“成长
的烦恼”。第二部分则是爱心助学发放
仪式，社工将通过西区公益微基金平
台所募捐的爱心助学款以及西区团工
委提供的阅读大礼包一一送到西区的
困境儿童手上，不少孩子接过礼物后
露出笑容。

西区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30名困难家庭儿童
获赠阅读大礼包

中山特校听障生陈振华被北京联合大学拟录取，他的圆
梦之路艰辛又温暖

物理老师助力 开了三年“小灶”
昨日，北京联合大学公

布了3月底单考单招的成绩

名单。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的听障生陈振华将成为北联

大今年计算机本科专业第一

批拟录取的考生。另外，该校

另外两名听障学生胡智威和

吴佩莹，被郑州师范学院本

科拟录取。

本报记者 陈慧 文波

陈振华（中）与妈妈及物理老师谢金汉合影。 陈慧 摄

国管公积金二套房贷款昨起“认房又认贷”

国管公积金中心实施新政
中山不受影响

全通教育以45页长文回复深交所二次问询

牵线融资与重组无关 无意交出控股权
4月9日，深交所再次对全通教育重组发问询函，提出10个问题，要求全通教育

再次进一步说明并补充披露；全通教育于4月15日公告回复问询，回复内容长达45
页。第二次问询，深交所再次深入关注交易目的及交易的协同性，巴九灵资质问题，巴
九灵的持续盈利能力及对吴晓波的依赖性，以及吴晓波牵线陈炽昌与杭州蓝狮子洽
谈并推进股票质押借款事宜。全通教育在回复中表示，吴晓波牵线帮助陈炽昌融资不
涉及到本次重组交易的谈判；本次交易也并非谋求全通教育控制权。

本报记者 黄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