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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锋）“铜川
一号”卫星新闻发布会10月11
日下午在西安举行。三秦都市
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铜川
一号”卫星将于 10月下旬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
是我国首颗民营研制的天文科
学技术试验卫星，承载着我国
诸多重大科研任务，同时也肩
负着诸多民用航天任务。铜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智远表示:
这是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向
浩瀚宇宙发出的第一张名片，
是铜川航天人建设中国（铜川）
商业航天城的壮美宣言，届时，
中国（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南
部指挥中心同时运营，将收到
来自太空的第一声问候，标志

着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的建
设全面启动。

“铜川一号”卫星是我国
首颗民营研制的天文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采用自主研制的
标准 6U 空间科学试验卫星平
台，搭载科学试验载荷，将与
中国（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
卫星地面测控站实现天地对
接试验。

“铜川一号”卫星作为引
力波电磁对应体探测计划的
第一颗验证星，将在全世界首
次利用微小卫星进行引力波
源的探测。同时还搭载了全
世界最新型的、高灵敏度 X 射
线偏振探测器，开展全新的天
文观测试验。

此外，“铜川一号”还将验证
星间通信技术。“铜川一号”卫星
的发射，将对中国（铜川）商业航
天城的测控网技术能力与商业
模式等进行验证，实现“铜川一
号”卫星的发射，将对中国（铜
川）商业航天城的测控网技术能
力与商业模式等进行验证，实现
中国(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在国
内的首次全流程业务应用，为建
成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中国
（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奠定了
基础。

“铜川一号”卫星以前沿的
科学技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天
文探测和航天技术实验途径。
该卫星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研
究价值，更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

的一项大胆尝试与创新。发布
会后，“铜川一号”卫星将从西安
启程运往酒泉发射中心，10月下
旬择机进行发射。

李智远表示，“铜川一号”
卫星的发射升空，是中国（铜
川）商业航天城向浩瀚宇宙发
出的第一张名片，是铜川航天
人建设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
的壮美宣言，届时，中国（铜川）
商业航天测控网南部指挥中心
同时运营，将收到来自太空的
第一声问候，标志着中国（铜
川）商业航天城的建设全面启
动。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是
铜川发展军民融合产业的新基
地，更是中国发展商业航天事
业的新舞台。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10
月 11日上午，安康市教育局局
长邹成燕走进安康市 12345便
民服务中心接听群众热线；在
10月1日上午，安康市城市管理
局局长陆隆敏也曾走进安康市
12345便民服务中心接听了群
众热线。

三秦都市报记者从安康市
12345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到，为
推进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
环境、互联网+政务服务，安康
市以 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为载
体，定期邀请市县政府及市直
部门主要负责人，通过“一把手
接话、一条线联系、一条龙办
理、一颗心为民”的方式，面对
面解决问题，接受社会监督，促
进作风转变，充分发挥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听民声、汇民意、
解民忧”作用，努力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
“自 2018 年 10 月开始，每

月 1 日、11 日、21 日，上午11 时
至 12 时，邀请市县政府及市直
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市 12345
便民服务中心，与群众一对一通
话，现场进行政策咨询、便民服
务、解答热点难点问题等，开展
电话问政问效活动，推动便民利
企各项措施落实。”安康市12345
便民服务中心热线负责人赵亮
介绍说。

据赵亮介绍，安康市12345
便民服务中心结合近期群众关
注的热点焦点和上月接话办理
情况，按月确定接话县区或单
位，并制定月度活动方案。在每
次接话日前一个周发布公告，向
社会公布接话县区或单位，以及
接话领导职务、姓名和具体时
间，引导群众通过接话日活动反

映相关方面的诉求和问题。在
接话日活动当天，接话领导现场
接听受理群众反映的诉求，能即
时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能当
场解决的，当场协调解决；对不
能即时答复或需要进一步调查

处理的，在接听活动结束后，由
接话领导负责，明确时限要求，
安排部门及专人按期办理回复，
要一抓到底、办结事了，办理结
果经接话领导审核后，送市
12345 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回复。

本报汉中讯（徐立生宁轩
记者陈卫平）经过公路职工3天
3夜的连续奋战，10月 11日 11
时 40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210国道镇巴四方碑塌方路段完
成便道抢通工作，比预定抢通时
间提前了1天。

受气温骤降及雨水浸泡因
素影响，10 月 8 日 12 时左右，
210国道K1372+100（镇巴四方

碑）处发生大面积山体垮塌自
然灾害，2 万余方山石倾泻而
下，致使国道 210 线镇巴通往
四川方向的咽喉道路阻塞，交
通中断。

由于灾前镇巴公路段提前
采取预防措施，落实养护人员
预警观测，此次自然灾害未造
成人员及车辆受损。灾情发生
后，镇巴公路管理段立即启动

应急抢险预案，迅速调集机械
设备和应急队伍赶赴现场进行
抢险，投入抢险人员 50 余人，
装载机 2台、挖掘机 3台，运输
车辆 10 辆，采取双向掘进、24
小时连续不间断作业的方式对
垮塌体进行清运。

同时，该段联合县交警大队
第一时间对外发布塌方路段管
制通告，集中做好塌方路段交通

疏导工作，引导车辆迂回绕行。
安排路政人员做好抢险期间塌
方道路两端交通管制工作，禁止
车辆和行人通行。落实专人对
垮塌山体裂缝及浮石情况进行
定点观测，确保了抢险施工安
全，避免了次生灾害发生。

截至目前，该塌方路段已
恢复通行，后续整修工作仍在
持续。

210国道镇巴四方碑塌方路段抢通

本报咸阳讯（沈广睿记者
黄艳）“重走长征路是我少年时
的梦想。”为重走长征路，63岁的
王军生9月6日出发，用时26天，
骑行10316公里，经过12个省区
近200个县市，沿着中央红军长
征路线，到达长征终点陕北吴
起，后折返咸阳，经历了一次震
撼心灵的红色之旅。

王军生是咸阳市西咸铁马
摩旅俱乐部成员，重走长征路是

他少年时的梦想。为实现这个
梦想，他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在
做准备。从小就常洗冷水澡，
在江海中冬泳，增强体质，锤炼
意志。30岁时，他利用休假骑
自行车去青岛，40岁骑自行车
去东北，年龄渐大后骑摩托车
走遍了周边省市，近些年又骑
行了沙坡头、青海湖、西藏等地
方，每一次骑行都是在为重走
长征路试行、铺路。“我从出生

直到高中毕业都在军营中成
长，父辈的教诲和军营的熏陶，
使我对长征精神和红军壮举有
着深深的敬仰，对红军精神的追
寻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王军
生告诉记者。

退休后，王军生借阅了大量
有关红军长征的资料书籍，为制
定详尽的行程，购买了最新版的
地图册，在网上下载了长征经过
十几个省区的有关资料，做好了

经费预算。今年9月初，王军生
按照计划，骑着摩托车，绑好行
装，重走长征路。“我万分感谢
亲人朋友们的理解关心，感谢
摩友们的支持鼓励，感谢在漫
漫征途中为我喝彩助力的各方
朋友。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
精神，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红
军长征的光辉历程，更加深刻
地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
汲取前行的力量。”王军生说。

咸阳六旬老人重走长征路

本报讯（记者 张维）昨日记者获
悉，我省12家企业因存在失信行为被
纳入 2018年第二批省级安全生产不
良记录“黑名单”，期限1年。

记者注意到，在所公开的“黑名
单”中，陕西祥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
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被
列其中。2018 年 4 月 10 日 23 时 43
分，该公司在镇安县月河镇菩萨殿村
四组民爆物品储存库外违规作业发生
爆炸事故，造成 7人死亡，13人受伤。
该企业《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
性）已于 5月 16日被吊销。陕西兴旺
煤矿有限公司因采取隐蔽、欺骗方式
逃避安全监管监察被列“黑名单”。
2018年1月15日15时18分许，西咸新
区秦汉新城陕西金顶建设有限公司所
属预拌混凝土生产区，4名工人在4号
储存罐内进行结块原料破碎、疏通作
业时，3人不慎陷入向底部出口快速运
行的原料中，被掩埋窒息死亡，对此，
该公司被纳入“黑名单”。

西安城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陕西
吉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均因未经许
可擅自从事生产，无证、证照不全、违法
发包登上“黑名单”。陕西华承实业有
限公司、延安市环境保护工程公司、陇
县丽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宜川县汽车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天工建设有限
公司、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
西省蒲城县郑家煤矿均在列。

本报榆林讯（记者李波）为进一步
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10月
11日上午，榆林市举行全市旅游产业
大会暨全域旅游工作会。记者在现场
了解到，榆林市将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市为目标，推进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
治理规范化，旅游服务标准化，旅游效
益最大化，努力将榆林打造成为陕甘宁
蒙晋区域旅游中心城市。

下一步，榆林市将坚持政府推动与
市场运作紧密结合，创新体制机制，转
变发展方式，壮大旅游市场主体，走内
涵发展道路。消费与投资同步拉动，建
设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增加产品供给，
促进旅游消费。旅游与多产业深度融
合，充分发挥旅游带动作用，大力推进

“旅游＋”，全面增强旅游发展新功能。
开发与保护相提并重，注重低碳环保，
有序开发利用资源，实现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计划到2020年，全市年接待游
客达到6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业直接
就业人数15万，间接就业人数60万，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500亿元以上。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 陈曦 记者
陈卫平）日前，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
破获系列撬盗车内财物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

今年9月以来，汉台区滨江路沿线
发生多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作案手法均
为破窗行窃。

10月 9日 19时许，一名山西口音
的中年男子在汉台区汤房村5组某出
租房内被汉台警方控制。经查，嫌疑人
蔺某强（男，40岁，山西省霍州市人）暂
住汉台区汤房村，有盗窃前科。随后，
侦查员在其两处落脚点查获大量赃物，
以高档烟酒为主。蔺某强对其撬砸汽
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2家企业失信
被纳入“黑名单”

榆林推进
旅游发展全域化

汉台破获
砸车玻璃盗窃案

我国首颗民营研制天文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铜川一号”卫星月底升空

听民声汇民意解民忧

安康定期邀请部门“一把手”接听热线

安康市教育局局长邹成燕接听群众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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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锋）“铜川
一号”卫星新闻发布会10月11
日下午在西安举行。三秦都市
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铜川
一号”卫星将于 10月下旬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
是我国首颗民营研制的天文科
学技术试验卫星，承载着我国
诸多重大科研任务，同时也肩
负着诸多民用航天任务。铜川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智远表示:
这是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向
浩瀚宇宙发出的第一张名片，
是铜川航天人建设中国（铜川）
商业航天城的壮美宣言，届时，
中国（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南
部指挥中心同时运营，将收到
来自太空的第一声问候，标志

着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的建
设全面启动。

“铜川一号”卫星是我国
首颗民营研制的天文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采用自主研制的
标准 6U 空间科学试验卫星平
台，搭载科学试验载荷，将与
中国（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
卫星地面测控站实现天地对
接试验。

“铜川一号”卫星作为引
力波电磁对应体探测计划的
第一颗验证星，将在全世界首
次利用微小卫星进行引力波
源的探测。同时还搭载了全
世界最新型的、高灵敏度 X 射
线偏振探测器，开展全新的天
文观测试验。

此外，“铜川一号”还将验证
星间通信技术。“铜川一号”卫星
的发射，将对中国（铜川）商业航
天城的测控网技术能力与商业
模式等进行验证，实现“铜川一
号”卫星的发射，将对中国（铜
川）商业航天城的测控网技术能
力与商业模式等进行验证，实现
中国(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在国
内的首次全流程业务应用，为建
成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中国
（铜川）商业航天测控网奠定了
基础。

“铜川一号”卫星以前沿的
科学技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天
文探测和航天技术实验途径。
该卫星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研
究价值，更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

的一项大胆尝试与创新。发布
会后，“铜川一号”卫星将从西安
启程运往酒泉发射中心，10月下
旬择机进行发射。

李智远表示，“铜川一号”
卫星的发射升空，是中国（铜
川）商业航天城向浩瀚宇宙发
出的第一张名片，是铜川航天
人建设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
的壮美宣言，届时，中国（铜川）
商业航天测控网南部指挥中心
同时运营，将收到来自太空的
第一声问候，标志着中国（铜
川）商业航天城的建设全面启
动。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是
铜川发展军民融合产业的新基
地，更是中国发展商业航天事
业的新舞台。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10
月 11日上午，安康市教育局局
长邹成燕走进安康市 12345便
民服务中心接听群众热线；在
10月1日上午，安康市城市管理
局局长陆隆敏也曾走进安康市
12345便民服务中心接听了群
众热线。

三秦都市报记者从安康市
12345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到，为
推进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
环境、互联网+政务服务，安康
市以 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为载
体，定期邀请市县政府及市直
部门主要负责人，通过“一把手
接话、一条线联系、一条龙办
理、一颗心为民”的方式，面对
面解决问题，接受社会监督，促
进作风转变，充分发挥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听民声、汇民意、
解民忧”作用，努力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
“自 2018 年 10 月开始，每

月 1 日、11 日、21 日，上午11 时
至 12 时，邀请市县政府及市直
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市 12345
便民服务中心，与群众一对一通
话，现场进行政策咨询、便民服
务、解答热点难点问题等，开展
电话问政问效活动，推动便民利
企各项措施落实。”安康市12345
便民服务中心热线负责人赵亮
介绍说。

据赵亮介绍，安康市12345
便民服务中心结合近期群众关
注的热点焦点和上月接话办理
情况，按月确定接话县区或单
位，并制定月度活动方案。在每
次接话日前一个周发布公告，向
社会公布接话县区或单位，以及
接话领导职务、姓名和具体时
间，引导群众通过接话日活动反

映相关方面的诉求和问题。在
接话日活动当天，接话领导现场
接听受理群众反映的诉求，能即
时答复的，当场予以答复，能当
场解决的，当场协调解决；对不
能即时答复或需要进一步调查

处理的，在接听活动结束后，由
接话领导负责，明确时限要求，
安排部门及专人按期办理回复，
要一抓到底、办结事了，办理结
果经接话领导审核后，送市
12345 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回复。

本报汉中讯（徐立生宁轩
记者陈卫平）经过公路职工3天
3夜的连续奋战，10月 11日 11
时 40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
210国道镇巴四方碑塌方路段完
成便道抢通工作，比预定抢通时
间提前了1天。

受气温骤降及雨水浸泡因
素影响，10 月 8 日 12 时左右，
210国道K1372+100（镇巴四方

碑）处发生大面积山体垮塌自
然灾害，2 万余方山石倾泻而
下，致使国道 210 线镇巴通往
四川方向的咽喉道路阻塞，交
通中断。

由于灾前镇巴公路段提前
采取预防措施，落实养护人员
预警观测，此次自然灾害未造
成人员及车辆受损。灾情发生
后，镇巴公路管理段立即启动

应急抢险预案，迅速调集机械
设备和应急队伍赶赴现场进行
抢险，投入抢险人员 50 余人，
装载机 2台、挖掘机 3台，运输
车辆 10 辆，采取双向掘进、24
小时连续不间断作业的方式对
垮塌体进行清运。

同时，该段联合县交警大队
第一时间对外发布塌方路段管
制通告，集中做好塌方路段交通

疏导工作，引导车辆迂回绕行。
安排路政人员做好抢险期间塌
方道路两端交通管制工作，禁止
车辆和行人通行。落实专人对
垮塌山体裂缝及浮石情况进行
定点观测，确保了抢险施工安
全，避免了次生灾害发生。

截至目前，该塌方路段已
恢复通行，后续整修工作仍在
持续。

210国道镇巴四方碑塌方路段抢通

本报咸阳讯（沈广睿记者
黄艳）“重走长征路是我少年时
的梦想。”为重走长征路，63岁的
王军生9月6日出发，用时26天，
骑行10316公里，经过12个省区
近200个县市，沿着中央红军长
征路线，到达长征终点陕北吴
起，后折返咸阳，经历了一次震
撼心灵的红色之旅。

王军生是咸阳市西咸铁马
摩旅俱乐部成员，重走长征路是

他少年时的梦想。为实现这个
梦想，他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在
做准备。从小就常洗冷水澡，
在江海中冬泳，增强体质，锤炼
意志。30岁时，他利用休假骑
自行车去青岛，40岁骑自行车
去东北，年龄渐大后骑摩托车
走遍了周边省市，近些年又骑
行了沙坡头、青海湖、西藏等地
方，每一次骑行都是在为重走
长征路试行、铺路。“我从出生

直到高中毕业都在军营中成
长，父辈的教诲和军营的熏陶，
使我对长征精神和红军壮举有
着深深的敬仰，对红军精神的追
寻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王军
生告诉记者。

退休后，王军生借阅了大量
有关红军长征的资料书籍，为制
定详尽的行程，购买了最新版的
地图册，在网上下载了长征经过
十几个省区的有关资料，做好了

经费预算。今年9月初，王军生
按照计划，骑着摩托车，绑好行
装，重走长征路。“我万分感谢
亲人朋友们的理解关心，感谢
摩友们的支持鼓励，感谢在漫
漫征途中为我喝彩助力的各方
朋友。重走长征路，追寻红军
精神，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红
军长征的光辉历程，更加深刻
地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从中
汲取前行的力量。”王军生说。

咸阳六旬老人重走长征路

本报讯（记者 张维）昨日记者获
悉，我省12家企业因存在失信行为被
纳入 2018年第二批省级安全生产不
良记录“黑名单”，期限1年。

记者注意到，在所公开的“黑名
单”中，陕西祥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
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被
列其中。2018 年 4 月 10 日 23 时 43
分，该公司在镇安县月河镇菩萨殿村
四组民爆物品储存库外违规作业发生
爆炸事故，造成 7人死亡，13人受伤。
该企业《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
性）已于 5月 16日被吊销。陕西兴旺
煤矿有限公司因采取隐蔽、欺骗方式
逃避安全监管监察被列“黑名单”。
2018年1月15日15时18分许，西咸新
区秦汉新城陕西金顶建设有限公司所
属预拌混凝土生产区，4名工人在4号
储存罐内进行结块原料破碎、疏通作
业时，3人不慎陷入向底部出口快速运
行的原料中，被掩埋窒息死亡，对此，
该公司被纳入“黑名单”。

西安城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陕西
吉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均因未经许
可擅自从事生产，无证、证照不全、违法
发包登上“黑名单”。陕西华承实业有
限公司、延安市环境保护工程公司、陇
县丽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宜川县汽车
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天工建设有限
公司、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陕
西省蒲城县郑家煤矿均在列。

本报榆林讯（记者李波）为进一步
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10月
11日上午，榆林市举行全市旅游产业
大会暨全域旅游工作会。记者在现场
了解到，榆林市将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市为目标，推进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
治理规范化，旅游服务标准化，旅游效
益最大化，努力将榆林打造成为陕甘宁
蒙晋区域旅游中心城市。

下一步，榆林市将坚持政府推动与
市场运作紧密结合，创新体制机制，转
变发展方式，壮大旅游市场主体，走内
涵发展道路。消费与投资同步拉动，建
设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增加产品供给，
促进旅游消费。旅游与多产业深度融
合，充分发挥旅游带动作用，大力推进

“旅游＋”，全面增强旅游发展新功能。
开发与保护相提并重，注重低碳环保，
有序开发利用资源，实现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计划到2020年，全市年接待游
客达到6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业直接
就业人数15万，间接就业人数60万，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500亿元以上。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 陈曦 记者
陈卫平）日前，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
破获系列撬盗车内财物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1名。

今年9月以来，汉台区滨江路沿线
发生多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作案手法均
为破窗行窃。

10月 9日 19时许，一名山西口音
的中年男子在汉台区汤房村5组某出
租房内被汉台警方控制。经查，嫌疑人
蔺某强（男，40岁，山西省霍州市人）暂
住汉台区汤房村，有盗窃前科。随后，
侦查员在其两处落脚点查获大量赃物，
以高档烟酒为主。蔺某强对其撬砸汽
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2家企业失信
被纳入“黑名单”

榆林推进
旅游发展全域化

汉台破获
砸车玻璃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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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声汇民意解民忧

安康定期邀请部门“一把手”接听热线

安康市教育局局长邹成燕接听群众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