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彭湃 组版：艾莉 校检：席波张冬平

官方微博：新浪/腾讯 @三秦都市报

2018年12月7日星期五重要新闻Ａ2
www.sanqin.com

大爱建邦大爱建邦 情满华庭情满华庭
——北京建工西安建邦华庭公益在行动

2014年“六一”爱心捐助启智特殊儿童

品牌介绍
北京建工集团是北京市属大型国有企业，成立

65年来，在自身改革发展的同时，时刻不忘履行社
会责任，特别是情系祖国未来，情系教育事业。通
过捐助贫困学生、捐建希望小学、关心边远地区教
师、关爱特殊教育机构等实际行动，为构建和谐社
会积极贡献力量。

西安建邦华庭是北京建工“建邦”高端系列产
品，“建邦”寓意“建国安邦”。在投身西安城市建设
的同时，也积极弘扬和传承“建德立业、工于品质”的
企业文化，用点点滴滴的行动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注
爱心，传递正能量，履行国企社会责任。项目地处高
新核心区域，西侧紧靠兰岛广场，足不出户，盒马到
家；木塔寺公园、万达商业综合体不足1公里；南侧毗
邻高新一中东校区初中部、高新一小东校区，北侧紧
邻西安文理学院；项目周边的医疗配套完善，不仅有
高新医院、陕西省博爱医院，还有天佑医院，这些都为
业主的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证。项目一期、二期
已售罄，三期尚有少量房源可供选购，咨询热线：
88289999。 张维 唐朝 郭江鹏 白彩芹 熊丽

联合三秦都市报全媒体慰问儿童村师生

公司代表到陕西回归儿童救助中心孩子宿
舍和活动区了解情况，提出今后帮扶计划

镜头一
儿童村里暖意浓 建邦华庭正能量

无爱不暖。11月30日，三秦都市报、三
秦网联合北京建工西安建邦华庭开展“公益
在行动，情暖儿童村”活动，为常年生活在西
安市灞桥区狄寨镇迷鹿村陕西回归儿童救助
中心的孩子们送去米、面、油、新鲜蔬菜等日
常生活必需品。看到叔叔阿姨们送去了特别
的关爱与祝福，孩子们沉浸在欢乐与幸福的
海洋，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在儿童村相关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家
观看了宣传短片，深刻认识到这里的孩子们
虽然家庭特殊，但在救助中心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每一位孩子都表现出自信、独
立、坚强。随后，大家参观了孩子们的宿舍、
餐厅等，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成长、生活、学
习情况。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捐赠了生活
所需的物资，也旨在通过这次活动，让温暖和
关爱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有更多爱心人士参
与公益，守护孩子们的纯真童年，愿这样的善
意和善举帮助孩子们更健康、更活泼的成长，
将来成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人才。

镜头二
建邦华庭慈善公益跑 心系宁陕边远教师

初心不渝，公益不止。2017年11月12
日，西安建邦华庭与宁陕县慈善协会、宁陕
边远优秀教师奖励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建邦华庭慈善公益跑”活动在西安大唐芙
蓉园举行。旨在让每一位参与者在享受跑
步带来的健康与快乐的同时，都能够为慈善
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对每一位参与
者而言，名次并不重要，挑战自我，坚持到
底，为慈善公益事业努力并持之以恒愈加至
关重要。本次活动所筹集到的2.5万元善款
均交给了宁陕县慈善协会。

镜头三
手拉手“壹行动”持续传递爱心

用心呵护，让爱永存。2012年 6月 1
日，西安建邦华庭携手“拉拉手”特殊教育机
构，在售楼中心开展了一场主题为“壹行动·
一起拉拉手”的爱心公益捐助活动。

为了能让这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度过
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西安建邦华庭号
召全体员工和小区业主捐款，奉献爱心，并购
置了一批学习用品，作为儿童节的礼物现场
赠送给孩子们。活动中将孩子的画作现场进
行拍卖，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表演了舞
蹈、绘画等才艺，当接过捐助善款和学习用品
时，孩子们稚嫩的脸庞露出了明净、感恩的笑
容。这场活动共募得善款7300元。

镜头四
小方巾含大爱心 温暖儿童福利院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2011年“五四”
青年节前夕，经与西安市儿童福利院联系，

西安建邦华庭向全体员工发起了捐款倡议
书，大家积极响应，很快购置儿童方巾并送
达，与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特别的节日。
看到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一个个渴望爱
的眼神，在接到礼物的刹那间，脸上纯真的
笑容和一句句“谢谢叔叔阿姨”，很多职工的
眼眶湿润了，离开时大家都对这些孩子依依
不舍，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到西安市儿童福利院献爱心、送关爱

一个善举令人感动，一种坚持难能可贵。他们诚挚的爱心情系弱势群体，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一
股股珍贵的暖流，他们乐善好施不图回报，慈善、公益、帮扶与他们如影随形，儿童村、福利院、特殊教育
机构的爱心簿上烙有他们的“名片”。他们就是北京建工西安建邦华庭的全体员工......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 2019
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

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18年 12月 30

日至2019年1月1日放假调休，
共 3天。2018年 12月 29日（星
期六）上班。

二、春节：2月4日至10日放
假调休，共7天。2月2日（星期
六）、2月3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 5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四、劳动节：5月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 7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六、中秋节：9月13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七、国庆节：10月 1日至 7

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日
（星期日）、10月12日（星期六）

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

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
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
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
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12月4日

法国政府
取消上调燃油税
回应民众不满

继前一天宣布暂缓上调燃油税，
法国政府5日决定明年取消上调燃油
税，以回应民众不满。

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理由，法国政
府今年调高燃油税，拟定2019年1月1
日再次调高。就政府加税，法国多地
民众自11月17日以来发起示威，一些
极左、极右翼人员和暴力团伙人员加
入，部分城市爆发骚乱，包括首都巴黎。

尽管法国政府暂缓乃至取消上调
燃油税，包括法国两大全国性工会组
织“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
在内，多个组织依然呼吁民众下周发
起新一轮示威。多家媒体报道，示威
最初较为和平，以反对上调燃油税为
主题；随着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民
众加入，示威主题逐渐转向马克龙政
府的税收政策，包括遭到不少民众强
烈反对的“不动产税”。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明年五一没有小长假

12月6日，2018西安国际创
业大赛决赛拉开帷幕。在两天的
时间里，来自全球 11个赛区的
105个项目将在现场进行激烈角
逐。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参赛项
目，不久后或将走进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带来全新的科技体验。

一张照片还原立体头像

只需一张照片就能在毫秒
内生成高精度可驱动3D模型，
这是西安一家科技企业带来的

“相云”面部形象智能特效云服
务。项目负责人孟阳告诉记者，
这项技术可以对形象及表情进
行实时传递和渲染，实现各种面
部特效，主要应用在影视、社交、
游戏等方面，可以进行趣味无痕
换脸，也可以应用在医美方面，

进行面部精准识别。
孟阳介绍，该项目还可以应

用在安防方面。例如，监控摄像
头拍下了犯罪嫌疑人的侧脸，通
过面部形象智能特效建模，就可
以复原此人的整个面容，有利于
进行识别。

无人环保船自主捡垃圾

用于海域、河流湖泊等水域
的垃圾捡拾、水质实施监测的无
人环保船，能够轻松地收集水面
上的垃圾。“船行进过程中，通过
雷达，船体自动定位巡航，通过
测扫声呐探测到水域有垃圾时，
船体下方的收纳口将会打开，将
垃圾收集进来，当船体达到一定
重量时，船体可对垃圾进行干湿
分离，排出水分，将垃圾推送到

船内，一艘船可以打捞的垃圾重
量在 40公斤左右，当船上的垃
圾达到一定体积或者重量时，船

体将会自动靠岸。”项目负责人
池雨豪介绍。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讯（记者王嘉）为了鼓
励2018西安国际创业大赛的获
奖项目积极落地西安，西安市制
定了《“西安国际创业大赛”获奖
项目奖励和落地资助实施细则》，
给予获奖项目进行奖励和落地资
助，对于落户西安的优秀项目最
高给予5000万元基金支持。

《实施细则》中指出，在“西
安国际创业大赛”决赛中获得特
等奖、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企
业（团队）或个人，分别给予特等

奖100万元、一等奖50万元、二
等奖20万元、三等奖10万元、优
秀奖5万元的奖励。

对落户西安项目中技术领
先、市场前景好、产业化方向明确
的，经区县、开发区进行初审推荐，
报市科技局审核后，按西安创业
投资种子基金相关管理办法，给
予100万元-5000万元的基金支
持，创业团队可在3年内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0%支付股
息收益，并回购基金出资部分。

鸿翔飞控技术公司
新基地投用

本报讯（记者赵明）12月6日，鸿翔
飞控技术（西安）有限责任公司飞行控
制系统生产研发新基地启用仪式举行。

鸿翔飞控参与研发和生产飞机的
飞行控制系统，用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919大型商用客机，也是中国商用航
空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发展之一。借助
霍尼韦尔在电传飞控方面的领先技术
以及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
所坚实的技术基础，生产基地将研究、
开发、组装、实验、模拟先进的C919飞
行控制系统。

2018西安国际创业大赛决赛开赛
新创意高科技项目真不少

落户西安优秀项目
可获最高5000万元基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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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建邦大爱建邦 情满华庭情满华庭
——北京建工西安建邦华庭公益在行动

2014年“六一”爱心捐助启智特殊儿童

品牌介绍
北京建工集团是北京市属大型国有企业，成立

65年来，在自身改革发展的同时，时刻不忘履行社
会责任，特别是情系祖国未来，情系教育事业。通
过捐助贫困学生、捐建希望小学、关心边远地区教
师、关爱特殊教育机构等实际行动，为构建和谐社
会积极贡献力量。

西安建邦华庭是北京建工“建邦”高端系列产
品，“建邦”寓意“建国安邦”。在投身西安城市建设
的同时，也积极弘扬和传承“建德立业、工于品质”的
企业文化，用点点滴滴的行动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注
爱心，传递正能量，履行国企社会责任。项目地处高
新核心区域，西侧紧靠兰岛广场，足不出户，盒马到
家；木塔寺公园、万达商业综合体不足1公里；南侧毗
邻高新一中东校区初中部、高新一小东校区，北侧紧
邻西安文理学院；项目周边的医疗配套完善，不仅有
高新医院、陕西省博爱医院，还有天佑医院，这些都为
业主的生活提供了全方位的保证。项目一期、二期
已售罄，三期尚有少量房源可供选购，咨询热线：
88289999。 张维 唐朝 郭江鹏 白彩芹 熊丽

联合三秦都市报全媒体慰问儿童村师生

公司代表到陕西回归儿童救助中心孩子宿
舍和活动区了解情况，提出今后帮扶计划

镜头一
儿童村里暖意浓 建邦华庭正能量

无爱不暖。11月30日，三秦都市报、三
秦网联合北京建工西安建邦华庭开展“公益
在行动，情暖儿童村”活动，为常年生活在西
安市灞桥区狄寨镇迷鹿村陕西回归儿童救助
中心的孩子们送去米、面、油、新鲜蔬菜等日
常生活必需品。看到叔叔阿姨们送去了特别
的关爱与祝福，孩子们沉浸在欢乐与幸福的
海洋，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容。在儿童村相关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家
观看了宣传短片，深刻认识到这里的孩子们
虽然家庭特殊，但在救助中心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每一位孩子都表现出自信、独
立、坚强。随后，大家参观了孩子们的宿舍、
餐厅等，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成长、生活、学
习情况。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捐赠了生活
所需的物资，也旨在通过这次活动，让温暖和
关爱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有更多爱心人士参
与公益，守护孩子们的纯真童年，愿这样的善
意和善举帮助孩子们更健康、更活泼的成长，
将来成为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人才。

镜头二
建邦华庭慈善公益跑 心系宁陕边远教师

初心不渝，公益不止。2017年11月12
日，西安建邦华庭与宁陕县慈善协会、宁陕
边远优秀教师奖励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一

届建邦华庭慈善公益跑”活动在西安大唐芙
蓉园举行。旨在让每一位参与者在享受跑
步带来的健康与快乐的同时，都能够为慈善
事业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对每一位参与
者而言，名次并不重要，挑战自我，坚持到
底，为慈善公益事业努力并持之以恒愈加至
关重要。本次活动所筹集到的2.5万元善款
均交给了宁陕县慈善协会。

镜头三
手拉手“壹行动”持续传递爱心

用心呵护，让爱永存。2012年 6月 1
日，西安建邦华庭携手“拉拉手”特殊教育机
构，在售楼中心开展了一场主题为“壹行动·
一起拉拉手”的爱心公益捐助活动。

为了能让这群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度过
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西安建邦华庭号
召全体员工和小区业主捐款，奉献爱心，并购
置了一批学习用品，作为儿童节的礼物现场
赠送给孩子们。活动中将孩子的画作现场进
行拍卖，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表演了舞
蹈、绘画等才艺，当接过捐助善款和学习用品
时，孩子们稚嫩的脸庞露出了明净、感恩的笑
容。这场活动共募得善款7300元。

镜头四
小方巾含大爱心 温暖儿童福利院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2011年“五四”
青年节前夕，经与西安市儿童福利院联系，

西安建邦华庭向全体员工发起了捐款倡议
书，大家积极响应，很快购置儿童方巾并送
达，与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特别的节日。
看到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一个个渴望爱
的眼神，在接到礼物的刹那间，脸上纯真的
笑容和一句句“谢谢叔叔阿姨”，很多职工的
眼眶湿润了，离开时大家都对这些孩子依依
不舍，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到西安市儿童福利院献爱心、送关爱

一个善举令人感动，一种坚持难能可贵。他们诚挚的爱心情系弱势群体，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着一
股股珍贵的暖流，他们乐善好施不图回报，慈善、公益、帮扶与他们如影随形，儿童村、福利院、特殊教育
机构的爱心簿上烙有他们的“名片”。他们就是北京建工西安建邦华庭的全体员工......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经国务院批准，现将 2019
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

休日期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18年 12月 30

日至2019年1月1日放假调休，
共 3天。2018年 12月 29日（星
期六）上班。

二、春节：2月4日至10日放
假调休，共7天。2月2日（星期
六）、2月3日（星期日）上班。

三、清明节：4月 5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四、劳动节：5月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 7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六、中秋节：9月13日放假，

与周末连休。
七、国庆节：10月 1日至 7

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日
（星期日）、10月12日（星期六）

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

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
卫等工作，遇有重大突发事件，
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
日假期。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12月4日

法国政府
取消上调燃油税
回应民众不满

继前一天宣布暂缓上调燃油税，
法国政府5日决定明年取消上调燃油
税，以回应民众不满。

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理由，法国政
府今年调高燃油税，拟定2019年1月1
日再次调高。就政府加税，法国多地
民众自11月17日以来发起示威，一些
极左、极右翼人员和暴力团伙人员加
入，部分城市爆发骚乱，包括首都巴黎。

尽管法国政府暂缓乃至取消上调
燃油税，包括法国两大全国性工会组
织“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
在内，多个组织依然呼吁民众下周发
起新一轮示威。多家媒体报道，示威
最初较为和平，以反对上调燃油税为
主题；随着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民
众加入，示威主题逐渐转向马克龙政
府的税收政策，包括遭到不少民众强
烈反对的“不动产税”。 据新华社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明年五一没有小长假

12月6日，2018西安国际创
业大赛决赛拉开帷幕。在两天的
时间里，来自全球 11个赛区的
105个项目将在现场进行激烈角
逐。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参赛项
目，不久后或将走进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带来全新的科技体验。

一张照片还原立体头像

只需一张照片就能在毫秒
内生成高精度可驱动3D模型，
这是西安一家科技企业带来的

“相云”面部形象智能特效云服
务。项目负责人孟阳告诉记者，
这项技术可以对形象及表情进
行实时传递和渲染，实现各种面
部特效，主要应用在影视、社交、
游戏等方面，可以进行趣味无痕
换脸，也可以应用在医美方面，

进行面部精准识别。
孟阳介绍，该项目还可以应

用在安防方面。例如，监控摄像
头拍下了犯罪嫌疑人的侧脸，通
过面部形象智能特效建模，就可
以复原此人的整个面容，有利于
进行识别。

无人环保船自主捡垃圾

用于海域、河流湖泊等水域
的垃圾捡拾、水质实施监测的无
人环保船，能够轻松地收集水面
上的垃圾。“船行进过程中，通过
雷达，船体自动定位巡航，通过
测扫声呐探测到水域有垃圾时，
船体下方的收纳口将会打开，将
垃圾收集进来，当船体达到一定
重量时，船体可对垃圾进行干湿
分离，排出水分，将垃圾推送到

船内，一艘船可以打捞的垃圾重
量在 40公斤左右，当船上的垃
圾达到一定体积或者重量时，船

体将会自动靠岸。”项目负责人
池雨豪介绍。

本报记者王嘉

本报讯（记者王嘉）为了鼓
励2018西安国际创业大赛的获
奖项目积极落地西安，西安市制
定了《“西安国际创业大赛”获奖
项目奖励和落地资助实施细则》，
给予获奖项目进行奖励和落地资
助，对于落户西安的优秀项目最
高给予5000万元基金支持。

《实施细则》中指出，在“西
安国际创业大赛”决赛中获得特
等奖、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企
业（团队）或个人，分别给予特等

奖100万元、一等奖50万元、二
等奖20万元、三等奖10万元、优
秀奖5万元的奖励。

对落户西安项目中技术领
先、市场前景好、产业化方向明确
的，经区县、开发区进行初审推荐，
报市科技局审核后，按西安创业
投资种子基金相关管理办法，给
予100万元-5000万元的基金支
持，创业团队可在3年内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0%支付股
息收益，并回购基金出资部分。

鸿翔飞控技术公司
新基地投用

本报讯（记者赵明）12月6日，鸿翔
飞控技术（西安）有限责任公司飞行控
制系统生产研发新基地启用仪式举行。

鸿翔飞控参与研发和生产飞机的
飞行控制系统，用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C919大型商用客机，也是中国商用航
空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发展之一。借助
霍尼韦尔在电传飞控方面的领先技术
以及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
所坚实的技术基础，生产基地将研究、
开发、组装、实验、模拟先进的C919飞
行控制系统。

2018西安国际创业大赛决赛开赛
新创意高科技项目真不少

落户西安优秀项目
可获最高5000万元基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