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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位于铜川市王益区黄
堡镇孟姜塬上的安村格外寒冷，
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这个村子
暖流涌动。为了挽救该村一组
张强的生命，十几天来，这里上
演了一幕幕令人动容的画面。
12月 26日，三秦都市报记者专
程前往该村进行采访，亲身感受
了涌动在这个小山村里的人间
真情。

王益区黄堡镇安村有 468
户，1591人。40岁的张强就是
这个村的村民。12月9日，对张
强一家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那
天他被医院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直接转到西安交大一附院进行
救治。面对30万元的巨额治疗
费，家境并不富裕的张强家人只

能以泪洗面。
安村党支部书记郭增战告

诉记者：“获知张强得了重病，村
委会和一组村民小组的干部碰
了个头，立刻通过安村党建群、
黄堡镇脱贫攻坚群、郝陷村人微
信群、安村一组信息群四个微信
平台发出了捐助倡议书。微信
发出后，我和一组村民小组长张
宝宝的电话立马成了捐助热
线。有打电话问情况的，也有询
问捐款方式的，全村党员一个不
落积极捐款，群众的爱心行动更
让我们感到群众的质朴善良和
互帮精神的可贵。”

说起捐助的事安村一组村
民小组长张宝宝抢过话头说：

“全村一户不落，家家都伸出了

援助之手，大家在微信中你100
元、我 50元地奉献爱心。特别
是在外工作的安村人赵文山、赵
战民、张培田等人通过微信分别
捐助了 1000元，赵文山还每天
打电话询问治疗和捐助情况；村
里10多位嫁出去的姑娘得知情
况后，也加入到了捐款行列；建
档立卡贫困户也踊跃捐款，一位
家境十分困难的贫困户在捐款
时，村干部体谅他劝他不要捐
了，这位贫困户坚持拿出了1元
钱，说要尽一份心意；有些老人
自己不会操作微信，拿着钱找村
干部替自己捐款；尤其让人感动
的是，在这里下乡插过队的老知
青王建平、王保生、杨福玲等10
多人，看到捐款倡议后，不仅自

己捐款，每天还在朋友圈转发微
信，动员身边的亲朋也来捐款。
真正是八方爱心齐聚安村。”

记者在水滴筹网站上看到，
截至26日中午11点半，已有464
人次为张强捐款达 18407 元。
69岁的张志文老人是张强的父
亲，见到记者，老人情绪失控，
数度失声痛哭。当记者将捐助
的 1000元送给老人时，老人叫
家人一起向记者致谢。“谢谢村
里的父老乡亲，也谢谢社会上
的好心人。这个家离不开娃，
娃为家里付出的太多了，至今
都没成家，希望更多的好心人
帮帮我娃！”张志文老人泪流满
面的哽咽说道。

本报记者崔战雄王锋

本报讯（记者薛凯）12月 27日，
作为“全国车险信息平台道路风险地
图系统”两个试点之一，陕西省保险行
业协会对外发布《陕西地区道路风险
地图分析报告》。

该报告以陕西省 2018年 7月 1日
至 2018年 12月 1日共计 5个月的数
据为基础，从车辆出险时间、空间、
车辆种类、事故险种等多个维度进
行分析。于普通民众而言，此报告
的出炉也相当于为安全出行标示了

“警戒线”。
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车险业务部副总经理徐晓丹表
示，“道路风险地图系统”基于标准化
的车辆出险地点，量化分析车辆运行
生态中的环境风险，实现了道路风险
的可视化展示与应用。不仅为行业构
建了全套公共地图服务组件，为后续
探索道路风险因子的研究和应用奠定
基础，支持保险公司优化接报案、查
勘、定损等业务环节的资源和时间，提
升行业服务水平。同时也可帮助广大
车主了解我省高风险区域和路段，降
低事故发生概率。

陕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发布道路风险地图

丹凤推进“七五”
普法宣传

本报商洛讯（杨俊记者闫鹏飞）
丹凤县紧紧围绕“七五”普法工作目标，
突出法治宣传，创新宣传载体，落实普
法责任，全面提升“七五”普法宣传工作
水平。

丹凤县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
动，利用“法润商山”大讲堂、丹凤大
讲堂等平台，不定期组织县级领导和
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集体学习，县委
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15次、县政府常
务会议集体学习13次，举办丹凤大讲
堂11期、法治讲堂6期、举办法律法规
专题讲座 28场次。全面落实校园法
治教育课时、教材、师资、经费，充分利
用“法治教育第一课”和“法律进学校
宣传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累计印制
法治宣传漫画10万张，制作普法手提
袋6万个，法治宣传纸杯30万个，抽纸
2万盒。

本报铜川讯（记者崔战雄
王锋）为了打造铜川“双创”升
级版，今年以来，铜川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
投资 5500万元建成了“创业创
新综合体”铜川创业大街，同
时投资 5600 万元配套建设了
156 套人才公寓，为入驻高端
创业人士解决居住问题。12
月 27日，三秦都市报记者在铜
川市人社局了解到，铜川创业

大街于 12月 28日试运行。
位于铜川新区朝阳路与

光明路交会处的创业大街由
铜川市政府主导，市人社局组
织实施，铜川创业大街管理有
限公司运营。铜川创业大街
建设致力于打造铜川“双创”
标杆，建设立足铜川、辐射全
省的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新兴
产业孵化平台、青年创客培育
基地。铜川创业大街以“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多业态、
开放式”为运营核心，涵盖共
享办公、创客咖啡、项目路演、
科技智能、文化原创、生活休
闲等功能，是一个全要素的

“双创”空间。创业大街设立
了 300 个开放式工位和 50 个
独立创业空间，可容纳创业就
业 1500余人。

创业大街通过建设“创意
商业体验区”和“创业生活配套

区”，整合铜川当地旅游、民俗、
文化资源，纵向开发相关文创
衍生品，开展路演、临展、公开
课等活动，树立铜川特色文创
品牌。创业大街可承担成果展
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创业
培训等功能，通过对接政策、科
技资源、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帮助入驻企业实现产
业化发展，推动高新科技产业
的转型升级。

打造“双创”升级版

铜川创业大街今日试运行

现在饲养宠物的家庭越来
越多，小到叽叽喳喳的鹦鹉大到
毛茸茸的金毛。聪明的宠物守
护主人，可爱的宠物逗笑主人，
忠诚的宠物陪伴主人，宠物给人
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但
与此同时，细菌污染、过敏原等
也接踵而至。宠物在室内脱毛、
脱皮屑、排便等，都会造成严重
的室内空气污染，从而引起人的
呼吸道、哮喘疾病等。难道良好
的生活环境和饲养宠物就不能
两全其美吗？

兽医提醒，触摸宠物后，要勤
洗手，避免病菌。至于飘散在室内

其他难以处理的隐藏污染，兽医建
议可以交给空气净化器处理。

为此，本报联合居冠商贸公
司，经过大量走访、对比，从价
格、持续净化能力、噪音问题多
方面考虑等，为读者推荐性价比
较高的艾浦林空气净化器。作
为读者福利，将价值 2699元的
空气净化器直供本报读者。

艾浦林APL——001款，四
合一过滤网。HEPA高效过滤
网，消灭霉菌、灰尘等。抗菌棉过
滤网，除悬浮尘埃粒子、螨虫、微
生物。蜂窝活性炭过滤网，快速
吸附异味、苯、二手烟。冷触媒过

滤网吸附、分解甲醛、TVOC。
三秦都市报读者，只需680

元就可购得价值2699元的艾浦
林APL——001空气净化器。具
体操作方法：扫描文尾二维码，
直接登录三秦都市报“三秦惠E
馆”官方微商城，也可以通过关
注三秦都市报“唐朝食尚”公众
号后，点击“福利”通过页面提
示，进入“三秦惠E馆”微商城。
点击购买、支付货款并填写详细
地址和联系方式。本报接到订
单后安排工作人员发货。

此外，读者还可以享受398
元获得价值 2880 元净水机和

2180元获得价值3680元纯水机
的服务。更多产品请登录“三秦
惠E馆”。

咨询热线：029-82267050
（ 请 工 作 时 间 拨 打 ）
13109554315 15991923000

本报记者唐明军见习记者
李雨倩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12月27日，以“学长征
健体魄 展风采”为主题，让学
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红军长
征精神，锻炼学生的意志力，
提高身体素质，“十公里徒步
拉练研学”活动在杨凌高新小
学举行。

据了解，参赛学生为学校4
至6年级学生、班主任以及跟班
老师，活动从学校出发，沿东新
路、东环线、城南路、新桥路返
校，约 10公里。由杨凌示范区

消防官兵负责安全保障，杨凌交
警进行路面巡查和引导，医护人
员负责学生健康情况。本次活
动使学校师生走出教室、走出校
门、亲近大自然，在徒步拉练研
学过程中，激发学习的斗志，树
立战胜困难的勇气。鼓励全员
参与，团队协作不掉队，让学生
在拉练过程中更加懂得集体的
概念，感受与团队共同克服困难
的集体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团队
的凝聚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

杨凌高新小学开展“徒步拉练研学”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自去年
以来，安康市各县区、市级多个部门与
常州市对口帮扶单位建立了协作关
系，签订市、县级帮扶合作协议23个。”
安康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江
华在12月27日上午的安康市“苏陕扶
贫协作与经济合作”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说。

据江华介绍，安康、常州两市把深
化干部人才交流作为苏陕扶贫协作与
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采取干部挂职、
短期培训、跟岗学习等方式，促进干部
思想观念转变和作风能力提升。

“去年以来，安康市争取苏陕扶贫
协作资金共计5.41亿元，占全省总数
的25.5%，是全省各市区中获援资金最
多的市。”江华介绍说，截至11月底，共
安排苏陕扶贫协作项目305个，总投资
61.5亿元，帮扶资金投入贫困村2.5亿
元，建设期预计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4.3万人。现已完工项目93个，完成
投资32.6亿元。

安康已完工苏陕扶贫
协作项目93个一人得大病全村献爱心

记者亲身感受铜川小山村里的人间真情

养宠物却担心危害本报解忧送上福利

680元可得价值2699元空气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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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位于铜川市王益区黄
堡镇孟姜塬上的安村格外寒冷，
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这个村子
暖流涌动。为了挽救该村一组
张强的生命，十几天来，这里上
演了一幕幕令人动容的画面。
12月 26日，三秦都市报记者专
程前往该村进行采访，亲身感受
了涌动在这个小山村里的人间
真情。

王益区黄堡镇安村有 468
户，1591人。40岁的张强就是
这个村的村民。12月9日，对张
强一家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那
天他被医院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直接转到西安交大一附院进行
救治。面对30万元的巨额治疗
费，家境并不富裕的张强家人只

能以泪洗面。
安村党支部书记郭增战告

诉记者：“获知张强得了重病，村
委会和一组村民小组的干部碰
了个头，立刻通过安村党建群、
黄堡镇脱贫攻坚群、郝陷村人微
信群、安村一组信息群四个微信
平台发出了捐助倡议书。微信
发出后，我和一组村民小组长张
宝宝的电话立马成了捐助热
线。有打电话问情况的，也有询
问捐款方式的，全村党员一个不
落积极捐款，群众的爱心行动更
让我们感到群众的质朴善良和
互帮精神的可贵。”

说起捐助的事安村一组村
民小组长张宝宝抢过话头说：

“全村一户不落，家家都伸出了

援助之手，大家在微信中你100
元、我 50元地奉献爱心。特别
是在外工作的安村人赵文山、赵
战民、张培田等人通过微信分别
捐助了 1000元，赵文山还每天
打电话询问治疗和捐助情况；村
里10多位嫁出去的姑娘得知情
况后，也加入到了捐款行列；建
档立卡贫困户也踊跃捐款，一位
家境十分困难的贫困户在捐款
时，村干部体谅他劝他不要捐
了，这位贫困户坚持拿出了1元
钱，说要尽一份心意；有些老人
自己不会操作微信，拿着钱找村
干部替自己捐款；尤其让人感动
的是，在这里下乡插过队的老知
青王建平、王保生、杨福玲等10
多人，看到捐款倡议后，不仅自

己捐款，每天还在朋友圈转发微
信，动员身边的亲朋也来捐款。
真正是八方爱心齐聚安村。”

记者在水滴筹网站上看到，
截至26日中午11点半，已有464
人次为张强捐款达 18407 元。
69岁的张志文老人是张强的父
亲，见到记者，老人情绪失控，
数度失声痛哭。当记者将捐助
的 1000元送给老人时，老人叫
家人一起向记者致谢。“谢谢村
里的父老乡亲，也谢谢社会上
的好心人。这个家离不开娃，
娃为家里付出的太多了，至今
都没成家，希望更多的好心人
帮帮我娃！”张志文老人泪流满
面的哽咽说道。

本报记者崔战雄王锋

本报讯（记者薛凯）12月 27日，
作为“全国车险信息平台道路风险地
图系统”两个试点之一，陕西省保险行
业协会对外发布《陕西地区道路风险
地图分析报告》。

该报告以陕西省 2018年 7月 1日
至 2018年 12月 1日共计 5个月的数
据为基础，从车辆出险时间、空间、
车辆种类、事故险种等多个维度进
行分析。于普通民众而言，此报告
的出炉也相当于为安全出行标示了

“警戒线”。
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车险业务部副总经理徐晓丹表
示，“道路风险地图系统”基于标准化
的车辆出险地点，量化分析车辆运行
生态中的环境风险，实现了道路风险
的可视化展示与应用。不仅为行业构
建了全套公共地图服务组件，为后续
探索道路风险因子的研究和应用奠定
基础，支持保险公司优化接报案、查
勘、定损等业务环节的资源和时间，提
升行业服务水平。同时也可帮助广大
车主了解我省高风险区域和路段，降
低事故发生概率。

陕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发布道路风险地图

丹凤推进“七五”
普法宣传

本报商洛讯（杨俊记者闫鹏飞）
丹凤县紧紧围绕“七五”普法工作目标，
突出法治宣传，创新宣传载体，落实普
法责任，全面提升“七五”普法宣传工作
水平。

丹凤县积极开展法律“六进”活
动，利用“法润商山”大讲堂、丹凤大
讲堂等平台，不定期组织县级领导和
部门主要负责人开展集体学习，县委
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15次、县政府常
务会议集体学习13次，举办丹凤大讲
堂11期、法治讲堂6期、举办法律法规
专题讲座 28场次。全面落实校园法
治教育课时、教材、师资、经费，充分利
用“法治教育第一课”和“法律进学校
宣传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累计印制
法治宣传漫画10万张，制作普法手提
袋6万个，法治宣传纸杯30万个，抽纸
2万盒。

本报铜川讯（记者崔战雄
王锋）为了打造铜川“双创”升
级版，今年以来，铜川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工作，
投资 5500万元建成了“创业创
新综合体”铜川创业大街，同
时投资 5600 万元配套建设了
156 套人才公寓，为入驻高端
创业人士解决居住问题。12
月 27日，三秦都市报记者在铜
川市人社局了解到，铜川创业

大街于 12月 28日试运行。
位于铜川新区朝阳路与

光明路交会处的创业大街由
铜川市政府主导，市人社局组
织实施，铜川创业大街管理有
限公司运营。铜川创业大街
建设致力于打造铜川“双创”
标杆，建设立足铜川、辐射全
省的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新兴
产业孵化平台、青年创客培育
基地。铜川创业大街以“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多业态、
开放式”为运营核心，涵盖共
享办公、创客咖啡、项目路演、
科技智能、文化原创、生活休
闲等功能，是一个全要素的

“双创”空间。创业大街设立
了 300 个开放式工位和 50 个
独立创业空间，可容纳创业就
业 1500余人。

创业大街通过建设“创意
商业体验区”和“创业生活配套

区”，整合铜川当地旅游、民俗、
文化资源，纵向开发相关文创
衍生品，开展路演、临展、公开
课等活动，树立铜川特色文创
品牌。创业大街可承担成果展
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创业
培训等功能，通过对接政策、科
技资源、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帮助入驻企业实现产
业化发展，推动高新科技产业
的转型升级。

打造“双创”升级版

铜川创业大街今日试运行

现在饲养宠物的家庭越来
越多，小到叽叽喳喳的鹦鹉大到
毛茸茸的金毛。聪明的宠物守
护主人，可爱的宠物逗笑主人，
忠诚的宠物陪伴主人，宠物给人
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但
与此同时，细菌污染、过敏原等
也接踵而至。宠物在室内脱毛、
脱皮屑、排便等，都会造成严重
的室内空气污染，从而引起人的
呼吸道、哮喘疾病等。难道良好
的生活环境和饲养宠物就不能
两全其美吗？

兽医提醒，触摸宠物后，要勤
洗手，避免病菌。至于飘散在室内

其他难以处理的隐藏污染，兽医建
议可以交给空气净化器处理。

为此，本报联合居冠商贸公
司，经过大量走访、对比，从价
格、持续净化能力、噪音问题多
方面考虑等，为读者推荐性价比
较高的艾浦林空气净化器。作
为读者福利，将价值 2699元的
空气净化器直供本报读者。

艾浦林APL——001款，四
合一过滤网。HEPA高效过滤
网，消灭霉菌、灰尘等。抗菌棉过
滤网，除悬浮尘埃粒子、螨虫、微
生物。蜂窝活性炭过滤网，快速
吸附异味、苯、二手烟。冷触媒过

滤网吸附、分解甲醛、TVOC。
三秦都市报读者，只需680

元就可购得价值2699元的艾浦
林APL——001空气净化器。具
体操作方法：扫描文尾二维码，
直接登录三秦都市报“三秦惠E
馆”官方微商城，也可以通过关
注三秦都市报“唐朝食尚”公众
号后，点击“福利”通过页面提
示，进入“三秦惠E馆”微商城。
点击购买、支付货款并填写详细
地址和联系方式。本报接到订
单后安排工作人员发货。

此外，读者还可以享受398
元获得价值 2880 元净水机和

2180元获得价值3680元纯水机
的服务。更多产品请登录“三秦
惠E馆”。

咨询热线：029-82267050
（ 请 工 作 时 间 拨 打 ）
13109554315 15991923000

本报记者唐明军见习记者
李雨倩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
薛保华）12月27日，以“学长征
健体魄 展风采”为主题，让学
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红军长
征精神，锻炼学生的意志力，
提高身体素质，“十公里徒步
拉练研学”活动在杨凌高新小
学举行。

据了解，参赛学生为学校4
至6年级学生、班主任以及跟班
老师，活动从学校出发，沿东新
路、东环线、城南路、新桥路返
校，约 10公里。由杨凌示范区

消防官兵负责安全保障，杨凌交
警进行路面巡查和引导，医护人
员负责学生健康情况。本次活
动使学校师生走出教室、走出校
门、亲近大自然，在徒步拉练研
学过程中，激发学习的斗志，树
立战胜困难的勇气。鼓励全员
参与，团队协作不掉队，让学生
在拉练过程中更加懂得集体的
概念，感受与团队共同克服困难
的集体责任感，进一步增强团队
的凝聚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

杨凌高新小学开展“徒步拉练研学”

本报安康讯（记者吴琛）“自去年
以来，安康市各县区、市级多个部门与
常州市对口帮扶单位建立了协作关
系，签订市、县级帮扶合作协议23个。”
安康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江
华在12月27日上午的安康市“苏陕扶
贫协作与经济合作”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说。

据江华介绍，安康、常州两市把深
化干部人才交流作为苏陕扶贫协作与
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采取干部挂职、
短期培训、跟岗学习等方式，促进干部
思想观念转变和作风能力提升。

“去年以来，安康市争取苏陕扶贫
协作资金共计5.41亿元，占全省总数
的25.5%，是全省各市区中获援资金最
多的市。”江华介绍说，截至11月底，共
安排苏陕扶贫协作项目305个，总投资
61.5亿元，帮扶资金投入贫困村2.5亿
元，建设期预计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4.3万人。现已完工项目93个，完成
投资32.6亿元。

安康已完工苏陕扶贫
协作项目93个一人得大病全村献爱心

记者亲身感受铜川小山村里的人间真情

养宠物却担心危害本报解忧送上福利

680元可得价值2699元空气净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