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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问您是办理购电业务吗？我们
营业厅的扫码付终端，支持微信、支付宝直接
扫码付电费，邀请您参与体验。”咸阳供电公司
营业厅工作人员热情地引导着。

“这个设备操作简单，购电速度这么快，太
好用了，真方便啊！”张女士高兴地说。这是
2019年伊始，国网咸阳供电公司局属三个供电
营业厅率先开通使用“扫码付终端”的工作场
景。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们生活中支付习惯
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出门都不带现金和银行

卡，以前本地费控客户到供电营业厅购电，缴
费方式只能采用现金和银行卡。扫码付终端
的适时出现，对于本地费控客户来说，出门不
用带现金还可以购电。

扫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支付成功只需5秒，
让购电变得更快捷、方便；对于营业厅工作人
员来说，它操作过程简单，携带方便，支持远程
费控电表和本地费控电表缴费、购电。自咸阳
供电公司营业厅使用扫码付终端一个月以来，
已累计推广成功缴费购电152笔。 高海荣

咸阳供电公司“扫一扫”体验简单缴费

本报铜川讯（记者 王锋）
1月7日，三秦都市报刊发了《陕
西省公布的39个重污染天气违
法案例》，铜川新区多家企业被
通报，引起铜川新区管委会高度
重视，责成相关部门迅速整改，
查漏补缺，推进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等工作扎实进行。

1月10日，三秦都市报记者
从铜川新区建设局了解到，通报
发布后，新区建设局相关部门深
入各项目工地，对照通报中发现

的问题，重点督促检查各工地扬
尘污染管控情况，要求施工单位
立即整改存在的问题，全面开展
扬尘治理工作。

据新区建设局副局长王
路介绍：自铁腕治霾工作开展
以来，新区建设局针对建筑工
地扬尘治理多措并举，全力推
动冬季建筑工地污染防治工
作 。 按 照 扬 尘 治 理“6 个
100%”要求，围绕建筑工地文
明施工和扬尘治理管控，要求

各项目单位严格执行重污染
天气严禁进行室外作业的红
线，组织检查小组定时不定时
地进工地巡检，新区建设局质
监站全体人员昼夜加班深入
各建筑工地检查洗车设施、道
路硬化、裸土覆盖、扬尘监测
等扬尘治理措施是否到位，对
扬尘防治措施不到位的，责令
限期整改；情节严重者下达停
工通知书限期整改，逾期整改
不到位，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连日来，共出动 30余人
次，检查建筑工地 55 家，下发
停产、停工通知书 6份。

同时，利用新区建筑工地微
信群、铜新质监QQ群等通信手
段，及时发布大气污染预警信
息。1月 1日，在铜川出现重污
染天气情况后，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向新区所有在建的 55家建
筑工地发出预警，要求各工地停
止一切室外作业，全面提升全区
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水平。

铜川扎实推进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下发停产停工通知书6份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昨
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获悉，2017-2018年，考古人员
在空港新城雷家村发掘了一处
十六国时期的墓地，这是咸阳
原上首次发现的集中分布的十
六国时期墓葬，根据墓葬的排
列关系，专家基本可以确定这
是一处完整的家族墓地，墓主
之间的关系将通过DNA进一
步确定。

据介绍，该墓地位于西咸
新区空港新城雷家村以西，其

地处咸阳北原三级台阶地，
为古代墓葬密集分布区。十
六国时期，此地区先后被前
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等
政权所统治，其中有三个朝
代在长安定都。咸阳作为京
畿之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成为重要的墓葬区。在
墓地周边，如咸阳市北郊、西
咸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均发
现有十六国时期的墓葬。该
墓地共有 12 座墓葬，分南北
两排，每排 6 座。随葬品以

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的铜器、
铁器。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项目负责人刘呆运介绍，
出土的庖厨用具，以陶灶最具
特色，按平面形状分为长方形
和凸字形两种，以前者居多，一
般每个墓葬出土一件。灶面中
部起火眼，火眼周围装饰杖、
鱼、箅等丰富图案。在其中一
处墓葬前室发现有堆放3只幼
猪的头骨，头骨下放置一石块，
石块下修整出一方坑，坑内放

有大量黍，已风化成轻薄的白
壳。“目前，这是我们首次在十
六国墓葬中发现的祭祀遗迹
和谷物遗存。”刘呆运说，出土
铜器多置于人骨周围，在两座
墓葬的人骨下各出土一枚铜
印章，均为十六国时期官印，
分别阴文篆刻“军司马印”和

“副部曲将”。两枚印章都是
武职官印，前者属八品，级别
高于后者，“这对我们探讨墓
主身份和当时职官设置提供
了重要依据。”

“榆林好人”
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榆林讯（记者刘美）1月10日
下午，第七届榆林市道德模范和“方
光玉 1000 万元公民道德建设基金”
第六届“榆林好人”颁奖典礼在榆林
剧院举行。

榆林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春临为
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榆林鹤翼航天航空科技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榆林市“1000万
元公民道德建设基金”出资人方光玉同
志颁发“榆林市精神文明建设先锋模
范”奖项。

颁奖现场通过播放短片、讲故事
等形式，分享了获奖榆林好人的优秀事
迹。会上，与会领导为见义勇为被小偷
挥刀报复致面部二级伤残的赵利军等
3位“榆林好人楷模”，云高项等 26位

“第七届榆林市道德模范”，王舒墨等
139位“方光玉1000万元公民道德建设
基金”第六届“榆林好人”颁奖。

截至目前，榆林市共有1人当选全
国道德模范，3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46 人和 1 个团体入选“中国好人
榜”，34人获陕西省道德模范和提名
奖，84 人和 3 个团队入选“陕西好人
榜”，4人当选“感动陕西年度人物”，
224人获榆林市道德模范和提名奖，
1859人获榆林好人和提名奖，9000余
人获县市区和行业好人。

本报咸阳讯（记者李小刚）1月 9
日16时，咸阳市空气质量AQI指数为
168，属中度污染。

经省空气质量预报中心与省气象
台 1月 9日 16时会商，1月 10日至 14
日，关中、陕南中西部地区受静稳、逆
温、高湿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扩
散条件较差，污染物持续累积，空气质
量持续转差；预计1月10日至14日关
中、陕南中西部地区可能出现连续中度
到重度污染过程；其中 14日西安、咸
阳、渭南等城市可能出现严重污染。按
照《咸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关
规定，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决定于1月9日18时发布重污染天
气黄色预警信息，并于1月10日零时启
动Ⅲ级应急响应，响应区域为咸阳市辖
区范围。

咸阳发布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

1月10日是全国公安机关第33个
“110宣传日”，当天，榆林市绥德县公
安局在府州广场开展“警民牵手110·
共创平安迎大庆”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站、
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进行集中宣传，民警面对面
为群众答疑解惑，集中向群众普及

“110”的受理范围，如何正确使用
110，微信、短信、网上报警应注意的事
项，并就预防毒品侵害、加强生命安
全、应急处置、公安便民措施等相关知
识进行解答。

文/图马凯本报记者 李波

宣传活动现场

绥德公安向群众普及
“110”报警受理范围

本报咸阳讯（记者陈奋翔）一赌博团伙
在泾河河滩荒地上临时搭建大棚，聚众“摇
宝”赌博，不但有人盯梢放哨用对讲机报信，
还有专人专车接送赌客。近日，这一流动赌
场被西咸新区公安局泾河新城分局成功捣
毁，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8人，扣押涉
案车辆30余辆，缴获赌资10余万元。1月10
日上午，泾河警方向媒体通报了相关案情。

据泾河警方介绍，1月7日，分局民警在开
展“平安建设大走访”工作中发现，辖区泾干街
道办毗邻泾河河滩荒地临时搭建的大棚内有

大量不明身份人员聚集，经秘密侦查获知，疑
似有人在大棚内实施聚众“摇宝”赌博的违法
犯罪活动，且参与人员多达百余人。

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组织严
密、分工明确，在流动赌场四周安排有大量
人员盯梢放哨，稍有风吹草动便利用对讲机
报信，在组织参赌人员方面有专人发布联络
信息，专人专车接送赌客到场。

对此，分局党委高度重视，7日下午，分
局组织60余名警力，兵分三路：一路民警秘
密接近包围控制参赌人员；一路民警突袭在

周边为赌场盯梢放哨人员；另一路警力查扣
停放于数公里之外的涉案车辆。

时值严冬，当日最低温度达零下7摄氏
度，参战民警顶着冷彻透骨的寒风，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成功打掉了这一聚众
赌博的犯罪团伙，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68人，扣押涉案车辆30余辆，缴获赌资10余
万元。

经查，该团伙骨干周某某（女，44岁）曾
因赌博罪被判有期徒刑，但其不思悔改，又
重操旧业，幻想依靠组织赌博牟取暴利，刚
刚刑满释放三个月便再犯。该团伙多次在
西安、咸阳周边地区采取摇骰子猜单双（俗
称“摇宝”）的形式聚众赌博，为了逃避公安
机关打击，其行动诡秘，无固定场所，日常通
过微信等社交媒体临时联络定“开宝”时间
和场所。

据介绍，近期泾河新城公安分局结合辖区
扫黑除恶攻坚战“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
乱”的方针，在扫黑除恶的基础上强化“治乱”，
主动出击、重拳整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查处了一批赌博、盗窃、非法放贷等违法犯罪
案件，有效净化了辖区内的治安环境。

目前，周某某等主要涉案人员已被警方
控制，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河滩上搭大棚聚众赌博
泾河警方捣毁赌场抓获68名参赌人员

咸阳原发现十六国时期家族墓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1月
10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
坛·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评选揭晓，我省“陕西延安市芦
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陕西
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入选
2018年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

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
考古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
安市文物研究所联合组队，经
过2016-2018年的考古发掘工
作，在大营盘梁地点发现了大
型人工台基及其上构建的多
座规整院落和玉器奠基现象，
疑似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对

于研究中国聚落形态演变和
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是探索中国社会复
杂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
载体。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墓
地考古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联合渭南市、县相关文博
单位组成考古队，于2017-2018

年连续两年对该遗址展开全
面系统调查与勘探，确认了城
址范围，重点发掘了包括周代
诸侯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经
过认定该地为芮国后期的又
一处都邑遗址。刘家洼遗址
的发现，对推动关中东部周代
考古乃至周代历史社会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两项目入选
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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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问您是办理购电业务吗？我们
营业厅的扫码付终端，支持微信、支付宝直接
扫码付电费，邀请您参与体验。”咸阳供电公司
营业厅工作人员热情地引导着。

“这个设备操作简单，购电速度这么快，太
好用了，真方便啊！”张女士高兴地说。这是
2019年伊始，国网咸阳供电公司局属三个供电
营业厅率先开通使用“扫码付终端”的工作场
景。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们生活中支付习惯
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出门都不带现金和银行

卡，以前本地费控客户到供电营业厅购电，缴
费方式只能采用现金和银行卡。扫码付终端
的适时出现，对于本地费控客户来说，出门不
用带现金还可以购电。

扫微信、支付宝二维码支付成功只需5秒，
让购电变得更快捷、方便；对于营业厅工作人
员来说，它操作过程简单，携带方便，支持远程
费控电表和本地费控电表缴费、购电。自咸阳
供电公司营业厅使用扫码付终端一个月以来，
已累计推广成功缴费购电152笔。 高海荣

咸阳供电公司“扫一扫”体验简单缴费

本报铜川讯（记者 王锋）
1月7日，三秦都市报刊发了《陕
西省公布的39个重污染天气违
法案例》，铜川新区多家企业被
通报，引起铜川新区管委会高度
重视，责成相关部门迅速整改，
查漏补缺，推进建筑工地扬尘治
理等工作扎实进行。

1月10日，三秦都市报记者
从铜川新区建设局了解到，通报
发布后，新区建设局相关部门深
入各项目工地，对照通报中发现

的问题，重点督促检查各工地扬
尘污染管控情况，要求施工单位
立即整改存在的问题，全面开展
扬尘治理工作。

据新区建设局副局长王
路介绍：自铁腕治霾工作开展
以来，新区建设局针对建筑工
地扬尘治理多措并举，全力推
动冬季建筑工地污染防治工
作 。 按 照 扬 尘 治 理“6 个
100%”要求，围绕建筑工地文
明施工和扬尘治理管控，要求

各项目单位严格执行重污染
天气严禁进行室外作业的红
线，组织检查小组定时不定时
地进工地巡检，新区建设局质
监站全体人员昼夜加班深入
各建筑工地检查洗车设施、道
路硬化、裸土覆盖、扬尘监测
等扬尘治理措施是否到位，对
扬尘防治措施不到位的，责令
限期整改；情节严重者下达停
工通知书限期整改，逾期整改
不到位，将根据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连日来，共出动 30余人
次，检查建筑工地 55 家，下发
停产、停工通知书 6份。

同时，利用新区建筑工地微
信群、铜新质监QQ群等通信手
段，及时发布大气污染预警信
息。1月 1日，在铜川出现重污
染天气情况后，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向新区所有在建的 55家建
筑工地发出预警，要求各工地停
止一切室外作业，全面提升全区
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水平。

铜川扎实推进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下发停产停工通知书6份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昨
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获悉，2017-2018年，考古人员
在空港新城雷家村发掘了一处
十六国时期的墓地，这是咸阳
原上首次发现的集中分布的十
六国时期墓葬，根据墓葬的排
列关系，专家基本可以确定这
是一处完整的家族墓地，墓主
之间的关系将通过DNA进一
步确定。

据介绍，该墓地位于西咸
新区空港新城雷家村以西，其

地处咸阳北原三级台阶地，
为古代墓葬密集分布区。十
六国时期，此地区先后被前
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等
政权所统治，其中有三个朝
代在长安定都。咸阳作为京
畿之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成为重要的墓葬区。在
墓地周边，如咸阳市北郊、西
咸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均发
现有十六国时期的墓葬。该
墓地共有 12 座墓葬，分南北
两排，每排 6 座。随葬品以

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的铜器、
铁器。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项目负责人刘呆运介绍，
出土的庖厨用具，以陶灶最具
特色，按平面形状分为长方形
和凸字形两种，以前者居多，一
般每个墓葬出土一件。灶面中
部起火眼，火眼周围装饰杖、
鱼、箅等丰富图案。在其中一
处墓葬前室发现有堆放3只幼
猪的头骨，头骨下放置一石块，
石块下修整出一方坑，坑内放

有大量黍，已风化成轻薄的白
壳。“目前，这是我们首次在十
六国墓葬中发现的祭祀遗迹
和谷物遗存。”刘呆运说，出土
铜器多置于人骨周围，在两座
墓葬的人骨下各出土一枚铜
印章，均为十六国时期官印，
分别阴文篆刻“军司马印”和

“副部曲将”。两枚印章都是
武职官印，前者属八品，级别
高于后者，“这对我们探讨墓
主身份和当时职官设置提供
了重要依据。”

“榆林好人”
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榆林讯（记者刘美）1月10日
下午，第七届榆林市道德模范和“方
光玉 1000 万元公民道德建设基金”
第六届“榆林好人”颁奖典礼在榆林
剧院举行。

榆林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春临为
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榆林鹤翼航天航空科技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榆林市“1000万
元公民道德建设基金”出资人方光玉同
志颁发“榆林市精神文明建设先锋模
范”奖项。

颁奖现场通过播放短片、讲故事
等形式，分享了获奖榆林好人的优秀事
迹。会上，与会领导为见义勇为被小偷
挥刀报复致面部二级伤残的赵利军等
3位“榆林好人楷模”，云高项等 26位

“第七届榆林市道德模范”，王舒墨等
139位“方光玉1000万元公民道德建设
基金”第六届“榆林好人”颁奖。

截至目前，榆林市共有1人当选全
国道德模范，3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46 人和 1 个团体入选“中国好人
榜”，34人获陕西省道德模范和提名
奖，84 人和 3 个团队入选“陕西好人
榜”，4人当选“感动陕西年度人物”，
224人获榆林市道德模范和提名奖，
1859人获榆林好人和提名奖，9000余
人获县市区和行业好人。

本报咸阳讯（记者李小刚）1月 9
日16时，咸阳市空气质量AQI指数为
168，属中度污染。

经省空气质量预报中心与省气象
台 1月 9日 16时会商，1月 10日至 14
日，关中、陕南中西部地区受静稳、逆
温、高湿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大气扩
散条件较差，污染物持续累积，空气质
量持续转差；预计1月10日至14日关
中、陕南中西部地区可能出现连续中度
到重度污染过程；其中 14日西安、咸
阳、渭南等城市可能出现严重污染。按
照《咸阳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关
规定，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决定于1月9日18时发布重污染天
气黄色预警信息，并于1月10日零时启
动Ⅲ级应急响应，响应区域为咸阳市辖
区范围。

咸阳发布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

1月10日是全国公安机关第33个
“110宣传日”，当天，榆林市绥德县公
安局在府州广场开展“警民牵手110·
共创平安迎大庆”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宣传站、
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进行集中宣传，民警面对面
为群众答疑解惑，集中向群众普及

“110”的受理范围，如何正确使用
110，微信、短信、网上报警应注意的事
项，并就预防毒品侵害、加强生命安
全、应急处置、公安便民措施等相关知
识进行解答。

文/图马凯本报记者 李波

宣传活动现场

绥德公安向群众普及
“110”报警受理范围

本报咸阳讯（记者陈奋翔）一赌博团伙
在泾河河滩荒地上临时搭建大棚，聚众“摇
宝”赌博，不但有人盯梢放哨用对讲机报信，
还有专人专车接送赌客。近日，这一流动赌
场被西咸新区公安局泾河新城分局成功捣
毁，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8人，扣押涉
案车辆30余辆，缴获赌资10余万元。1月10
日上午，泾河警方向媒体通报了相关案情。

据泾河警方介绍，1月7日，分局民警在开
展“平安建设大走访”工作中发现，辖区泾干街
道办毗邻泾河河滩荒地临时搭建的大棚内有

大量不明身份人员聚集，经秘密侦查获知，疑
似有人在大棚内实施聚众“摇宝”赌博的违法
犯罪活动，且参与人员多达百余人。

经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团伙组织严
密、分工明确，在流动赌场四周安排有大量
人员盯梢放哨，稍有风吹草动便利用对讲机
报信，在组织参赌人员方面有专人发布联络
信息，专人专车接送赌客到场。

对此，分局党委高度重视，7日下午，分
局组织60余名警力，兵分三路：一路民警秘
密接近包围控制参赌人员；一路民警突袭在

周边为赌场盯梢放哨人员；另一路警力查扣
停放于数公里之外的涉案车辆。

时值严冬，当日最低温度达零下7摄氏
度，参战民警顶着冷彻透骨的寒风，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战，成功打掉了这一聚众
赌博的犯罪团伙，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68人，扣押涉案车辆30余辆，缴获赌资10余
万元。

经查，该团伙骨干周某某（女，44岁）曾
因赌博罪被判有期徒刑，但其不思悔改，又
重操旧业，幻想依靠组织赌博牟取暴利，刚
刚刑满释放三个月便再犯。该团伙多次在
西安、咸阳周边地区采取摇骰子猜单双（俗
称“摇宝”）的形式聚众赌博，为了逃避公安
机关打击，其行动诡秘，无固定场所，日常通
过微信等社交媒体临时联络定“开宝”时间
和场所。

据介绍，近期泾河新城公安分局结合辖区
扫黑除恶攻坚战“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
乱”的方针，在扫黑除恶的基础上强化“治乱”，
主动出击、重拳整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查处了一批赌博、盗窃、非法放贷等违法犯罪
案件，有效净化了辖区内的治安环境。

目前，周某某等主要涉案人员已被警方
控制，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中。

河滩上搭大棚聚众赌博
泾河警方捣毁赌场抓获68名参赌人员

咸阳原发现十六国时期家族墓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1月
10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获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
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
坛·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评选揭晓，我省“陕西延安市芦
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陕西
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入选
2018年中国六项考古新发现。

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
考古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
安市文物研究所联合组队，经
过2016-2018年的考古发掘工
作，在大营盘梁地点发现了大
型人工台基及其上构建的多
座规整院落和玉器奠基现象，
疑似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对

于研究中国聚落形态演变和
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是探索中国社会复
杂化进程和国家起源的重要
载体。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墓
地考古工作，由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联合渭南市、县相关文博
单位组成考古队，于2017-2018

年连续两年对该遗址展开全
面系统调查与勘探，确认了城
址范围，重点发掘了包括周代
诸侯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经
过认定该地为芮国后期的又
一处都邑遗址。刘家洼遗址
的发现，对推动关中东部周代
考古乃至周代历史社会的研
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省两项目入选
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