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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绿色能源，建设美丽
山西”、“陕西地电勇担当，一流
电网铸辉煌”……伴随着响亮的
口号，各参赛队伍步伐一致，以
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士气依次
走上赛场，展现出地电人的飒爽
英姿。12月5日，由中国能源研
究会指导，中国能源研究会城乡
电力（农电）发展中心主办，陕西
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的全国首届“地电杯”电力工
匠技能大赛在陕西地电培训中
心拉开帷幕。来自陕西、四川、
广西、山西、贵州、吉林、新疆兵
团、内蒙古8家地方电力企业的
140多位领导和选手参加开幕
式。参赛选手们将在为期3天的
比赛中，通过紧张激烈的比拼，
展现实力，赛出风采。

陕西地电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斌在致辞中，对出席开幕式的
领导、各兄弟单位参赛队伍表示
热烈欢迎。他说，此次大赛是全
国地方电力企业展示地电形象、
凝聚地电力量的一次盛会，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队伍，加深地方电力企业相互交
流与合作，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
重要举措，也是极好的交流提
升、学习互助的机会。地方电力
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民生的重
要力量和坚强保障，是中国电力
市场的主体之一，此次开展“地
电杯”技能大赛，不仅弘扬工匠
精神，也展示了地方电力企业不
断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高度自信，
为我国电力事业发展勇于担当
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地方电力企
业团结一心、共同铸梦的精神风
貌。陕西地电期望与各兄弟企
业一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
出成果。

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省总
工会副主席郁伟对大赛开幕表
示热烈祝贺，希望参赛选手发扬
工匠精神，以饱满的热情，精湛
的技能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赛出
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本届大赛设置电力电缆、装

表接电两个竞赛工种，分理论
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进
行。其中电力电缆专业包含
1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
缆冷缩型终端头和中间接头
制作与安装；装表接电专业包
含电能表、互感器、采集终端
接线、安装与调试。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此次
大赛开启了地方电力企业沟通、
交流的良好局面，为地方电力企
业加强技术交流，提高员工专业
素质，弘扬地电工匠精神，推动
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
的作用。

文/图本报记者亓敏

本报讯（记者任荣魏彤）
一进店面就能购电、买气、充
公交卡，有没有这样的社区便
民店呢？近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在街头走访时发现，一大批
这样的便民店相继在各个社
区亮相。

“用户能知道、用户能找
到、店面能解释、业务能办理，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负责此
项业务的西安凌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刘总告诉记者，每一

个社区店内主要设立了四大
服务功能区，即智慧家庭体验
区、业务办理及服务区、便民
服务缴费区、翼支付优惠活动
体验区。用户在店内就可以拥
有智能家居组网、高速宽带、4K
高清 IPTV等超值体验，当然，
最受欢迎的还要数便民服务缴
费区。目前中国电信社区店
90%已经实现了生活用电、天
然气、公交卡以及通信费用的
缴纳。

同时，社区店业务已做了
全面赋能，除高风险和涉及退
费类的业务外，采用个人身份
证办理的业务均予以开放。其
中包括套餐入网、变更及手机、
宽带、IPVT移机、停复机等业
务，尤其是补卡、停拆机业务，
有效避免了广大用户去营业厅
路程和时间上的损耗。另外，
中国电信还推出翼支付线下优
惠活动，使用翼支付优惠券购
买生活用品，每周五可享受“逢

五返五”的优惠活动。
目前在西安全市6大城区，

按照覆盖1000住户的分布标
准，凌云科技联合西安电信已经
在社区周围打造建设了418家
电信社区便民店，70多家便利店
也增设了便民充值业务。

为了最大化普及此项惠
民便民业务，凌云拟在未来两
年内实现全市7000多社区全
覆盖，同时，还推出寻找“惠民
便民店（群）主”活动。

西安凌云携手电信打造社区店

本报讯（记者张永宁）12
月3日，中通快递发布《工业级
无人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
报告》。《报告》包含三个部
分：无人机篇、无人车篇和展
望篇，分别从无人机、无人车
技术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
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工业级
无人技术主要技术分支，并
从多个维度对物流企业无人
机应用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

剖析，提出了无人技术在物
流领域的应用演进、协同应
用、转型升级等前瞻性观点。

《报告》认为智慧物流体
系下无人产品的协同将起到
核心推动作用，不仅为消费者
和商家带来“快”“精”“准”的
极致服务，还将成为推进物流
业发展的新动力、新路径。未
来物流发展将达到无界物流
这一终极状态，无缝链接产

业端和消费端，实现商品的
快速流通、需求的精准匹配
和价值体系的全面提升。报
告同时指出，物流行业一方
面面临着定制化解决方案满
足用户所需的转型风口；另
一方面，降本增效也成为物
流企业进行“质变”必不可缺
的竞争力。随着无人理念的
输出到产品的实体化，物流
行业进入发展新赛道。

中通快递集团副总裁、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任群表
示，中通将致力于前沿科技
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来提
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并借助快递行业巨大的
市场机会和驱动效应来反哺
相关科技企业的定位升级和
产品落地，从而实现共赢，并
不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美好
愿景。

中通快递发布工业无人技术应用报告

12月2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从2018首届市场监管领域
社会共治高峰论坛上获悉，
国内汽车新零售领军企业车
好多集团 CEO杨浩涌、高级
副总裁祝孝平、副总裁王平
等受邀出席。作为数字经济
与平台经济的代表，同时作
为企业主体，车好多分享了
在新时代、新理念、新共治的
大背景下，以身作则积极参

与社会共治，以及以数据为
驱动，在引领打造行业标准、
健全消费者保护等市场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所获得的经验
与心得。

作为获奖企业代表，杨浩
涌在发言时表示，在数字经济
时代下，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格局是国家实现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平台型
企业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积

极参与社会共治，积极引领市
场经济秩序朝着更加高效、健
康的方向发展。他进一步表
示，目前二手车行业已成为汽
车消费新的增长点，对整个消
费领域都有巨大的促进作
用。旗下品牌瓜子二手车自
创建以来，深刻洞察用户痛
点，以数据驱动创新为基础，
主动对比工商法规，持续打造
了合规、透明、优质的服务标

准，极大地提升了用户对二手
车消费的认可度。

据了解，瓜子二手车正全
面发力新零售业务，在全国布
局上百家平均营业面积上万
平米的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
店。这一新业态正成为二手
车行业新主流模式，并推动传
统二手车行业跨越式进入新
零售的发展新阶段。

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渭南供电拓展
多元化缴费渠道

本报讯 (师宜文记者冯红林)12
月3日，国网渭南供电公司站南供电所
电力人员走进高田村三组，向居民用户
介绍“电e宝”缴费操作过程。

近日，渭南供电高新支公司为拓
展收费渠道实现缴费多元化，解决辖区
客户缴费困难的问题，组织18个营业
厅的工作人员加大对多元化缴费方式
的宣传，让辖区用户体会到线上缴费的
快速和便捷的同时，还组织供电所外勤
人员利用巡视期间对人员密集区发放
线上缴费宣传单，收集归纳客户意见，每
周对相关意见进行统一整理和及时解
释，取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用户在
线上缴纳电费时，只要持卡输入电费户
号、刷卡、输入缴费金额、点击确认，便可
成功缴费，全程只需一分钟，免去了繁琐
的填单、排队、收集现金的程序。

本报讯（栗莎李强记者冯红林）
11月30日至12月2日，由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中国志愿者联合会等相关
部门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中，国网光明工程陕西公
司“小桔灯·点亮希望”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项目、“小桔灯·暖心衣橱”在全国
1000多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双双
荣获金奖。

据了解，“小桔灯”项目及团队曾先
后荣获陕西省青少年公益大赛金奖、中
国电力企业“十佳公益团队”等荣誉超
过30项，已成为陕西的知名公益品牌。

国网陕西电力“小桔灯”
项目获全国金奖

开源证券主承销
债券规模破千亿元

本报讯（叶亚楠记者王媚）近日，
记者从开源证券获悉，截至2018年11
月22日，开源证券主承销债券达1029
亿元，仅用三年时间突破千亿大关。
据悉，今年以来，开源证券AA债券销
售能力位居行业第二位，累计发行债
券家数近140家。同时，开源债券在绿
色债券、债转股专项债券、金融扶贫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等创新型业务方
面均取得突破，多种债券发行的业务
品种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第一单。

作为主承销商成功发行首单债转
股专项债——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
债券，三期11亿元专项债平均利率为
5.75%，平均认购倍数为 1.78。未来，
开源证券将加快融资结构创新，建立
新型业务模式。

银河水滴全球首款
“智能机芯”问世

本报讯（记者魏彤）12月3日，三
秦都市报记者从人工智能企业银河水
滴获悉，该公司成功研发了全球首款步
态边缘计算机芯，该产品可以广泛应用
于智能家居、智慧医疗及智能安防等诸
多领域。目前，银河水滴正与智能家居
厂商及医疗康复机构合作推进该产品
的快速落地。

据了解，该“智能机芯”同时也是
国内首个步态识别硬件模组，该机芯模
组可集成完整的步态、人脸、防摔倒、跌
倒检测等算法；提供完整的人体生物识
别方案；可以作为独立的人体信息采集
终端；拥有独立的计算能力，可以作为
大型系统的子运算节点，并支持任务分
配，作为独立采集终端上传结果，可以
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能
安防等诸多领域。

弘扬地电工匠精神
全国首届“地电杯”电力工匠技能大赛开幕

比赛现场

瓜子二手车全面发力新零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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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同时，还推出寻找“惠民
便民店（群）主”活动。

西安凌云携手电信打造社区店

本报讯（记者张永宁）12
月3日，中通快递发布《工业级
无人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
报告》。《报告》包含三个部
分：无人机篇、无人车篇和展
望篇，分别从无人机、无人车
技术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
的角度，详细介绍了工业级
无人技术主要技术分支，并
从多个维度对物流企业无人
机应用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

剖析，提出了无人技术在物
流领域的应用演进、协同应
用、转型升级等前瞻性观点。

《报告》认为智慧物流体
系下无人产品的协同将起到
核心推动作用，不仅为消费者
和商家带来“快”“精”“准”的
极致服务，还将成为推进物流
业发展的新动力、新路径。未
来物流发展将达到无界物流
这一终极状态，无缝链接产

业端和消费端，实现商品的
快速流通、需求的精准匹配
和价值体系的全面提升。报
告同时指出，物流行业一方
面面临着定制化解决方案满
足用户所需的转型风口；另
一方面，降本增效也成为物
流企业进行“质变”必不可缺
的竞争力。随着无人理念的
输出到产品的实体化，物流
行业进入发展新赛道。

中通快递集团副总裁、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任群表
示，中通将致力于前沿科技
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来提
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并借助快递行业巨大的
市场机会和驱动效应来反哺
相关科技企业的定位升级和
产品落地，从而实现共赢，并
不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美好
愿景。

中通快递发布工业无人技术应用报告

12月2日，三秦都市报记
者从2018首届市场监管领域
社会共治高峰论坛上获悉，
国内汽车新零售领军企业车
好多集团 CEO杨浩涌、高级
副总裁祝孝平、副总裁王平
等受邀出席。作为数字经济
与平台经济的代表，同时作
为企业主体，车好多分享了
在新时代、新理念、新共治的
大背景下，以身作则积极参

与社会共治，以及以数据为
驱动，在引领打造行业标准、
健全消费者保护等市场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所获得的经验
与心得。

作为获奖企业代表，杨浩
涌在发言时表示，在数字经济
时代下，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格局是国家实现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平台型
企业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积

极参与社会共治，积极引领市
场经济秩序朝着更加高效、健
康的方向发展。他进一步表
示，目前二手车行业已成为汽
车消费新的增长点，对整个消
费领域都有巨大的促进作
用。旗下品牌瓜子二手车自
创建以来，深刻洞察用户痛
点，以数据驱动创新为基础，
主动对比工商法规，持续打造
了合规、透明、优质的服务标

准，极大地提升了用户对二手
车消费的认可度。

据了解，瓜子二手车正全
面发力新零售业务，在全国布
局上百家平均营业面积上万
平米的瓜子二手车严选直卖
店。这一新业态正成为二手
车行业新主流模式，并推动传
统二手车行业跨越式进入新
零售的发展新阶段。

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渭南供电拓展
多元化缴费渠道

本报讯 (师宜文记者冯红林)12
月3日，国网渭南供电公司站南供电所
电力人员走进高田村三组，向居民用户
介绍“电e宝”缴费操作过程。

近日，渭南供电高新支公司为拓
展收费渠道实现缴费多元化，解决辖区
客户缴费困难的问题，组织18个营业
厅的工作人员加大对多元化缴费方式
的宣传，让辖区用户体会到线上缴费的
快速和便捷的同时，还组织供电所外勤
人员利用巡视期间对人员密集区发放
线上缴费宣传单，收集归纳客户意见，每
周对相关意见进行统一整理和及时解
释，取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用户在
线上缴纳电费时，只要持卡输入电费户
号、刷卡、输入缴费金额、点击确认，便可
成功缴费，全程只需一分钟，免去了繁琐
的填单、排队、收集现金的程序。

本报讯（栗莎李强记者冯红林）
11月30日至12月2日，由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中国志愿者联合会等相关
部门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中，国网光明工程陕西公
司“小桔灯·点亮希望”关爱农村留守儿
童项目、“小桔灯·暖心衣橱”在全国
1000多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双双
荣获金奖。

据了解，“小桔灯”项目及团队曾先
后荣获陕西省青少年公益大赛金奖、中
国电力企业“十佳公益团队”等荣誉超
过30项，已成为陕西的知名公益品牌。

国网陕西电力“小桔灯”
项目获全国金奖

开源证券主承销
债券规模破千亿元

本报讯（叶亚楠记者王媚）近日，
记者从开源证券获悉，截至2018年11
月22日，开源证券主承销债券达1029
亿元，仅用三年时间突破千亿大关。
据悉，今年以来，开源证券AA债券销
售能力位居行业第二位，累计发行债
券家数近140家。同时，开源债券在绿
色债券、债转股专项债券、金融扶贫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等创新型业务方
面均取得突破，多种债券发行的业务
品种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的第一单。

作为主承销商成功发行首单债转
股专项债——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
债券，三期11亿元专项债平均利率为
5.75%，平均认购倍数为 1.78。未来，
开源证券将加快融资结构创新，建立
新型业务模式。

银河水滴全球首款
“智能机芯”问世

本报讯（记者魏彤）12月3日，三
秦都市报记者从人工智能企业银河水
滴获悉，该公司成功研发了全球首款步
态边缘计算机芯，该产品可以广泛应用
于智能家居、智慧医疗及智能安防等诸
多领域。目前，银河水滴正与智能家居
厂商及医疗康复机构合作推进该产品
的快速落地。

据了解，该“智能机芯”同时也是
国内首个步态识别硬件模组，该机芯模
组可集成完整的步态、人脸、防摔倒、跌
倒检测等算法；提供完整的人体生物识
别方案；可以作为独立的人体信息采集
终端；拥有独立的计算能力，可以作为
大型系统的子运算节点，并支持任务分
配，作为独立采集终端上传结果，可以
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能
安防等诸多领域。

弘扬地电工匠精神
全国首届“地电杯”电力工匠技能大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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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二手车全面发力新零售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