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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首例“相互宝”30万互助金产
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近日，“相互宝”
公布了第二批通过核查的互助申请，3
名因意外导致重伤的成员，将分别得
到由其他成员共同承担的 30万大病互
助金。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相互
保”及升级后的“相互宝”总参与用户数
已超过2700万，西安的参与用户数全国
排名第 13位。西安年青一代有着较强
的保障意识，参与“相互宝”的西安用户
中，30岁以下的用户占比46%，甚至超过

了“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80后占比为
37%。另有11%的西安用户除自己参与
外，也为子女报名获得一份保障。

据悉，“相互保”是支付宝上的一项互
助计划，由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金服推
出。芝麻分650分及以上的支付宝会员
加入时无需付费。加入后，如遇重大疾
病，可享最高30万元或10万元不等的互
助金，费用由所有成员分摊。2018年11
月，“相互保”升级为网络互助计划“相互
宝”，原用户可一键迁移至新计划中，享受
的保障不变。

此次公示的信息显示，3 位申请人
均因意外导致脑部受伤，符合等待期
内意外致病申请互助金的条件，并经
第三方调查公司对成员本人及家属面
访、事故发生地及医院走访，进一步核
实情况属实。根据规则，公示的所有
资料将进行区块链存证，以确保信息
公开透明。公示期将持续三天，到 1
月 10 日，如无其他成员对此次申请提
出异议，那么这 3 位成员将在 14 日拿
到互助金。

本报记者王媚

本报讯（记者魏彤）1 月 7 日，途牛
旅游网对外公布了会员服务最新年度
数据，截至 2018年底，途牛贵宾会员服
务品牌“途致”会员数超过 23万，同时，

“途致周”2018年单周交易额最高超过
1.33 亿元，“716”会员日单日交易额超
过 2.48亿元。

据了解，从2016年3月至今，途牛贵宾
会员服务品牌“途致”持续为五星及以上会

员提供优质服务，以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
化的服务需求。截至2018年底，途致会员
已超过23万，年均同比增速达到22%，有
效体现了途致会员的高成长性。

此外，途致还通过“途致周”等营销活
动持续强化高星级会员黏性。从2016年
10月开始，途牛将每月最后7天设为“途
致周”，为途致会员提供专属、特惠、优质
旅游产品。借助更多的出游实惠和会员

对途致优质服务的高度认可，2018年 6
月，“途致周”取得单周最高交易额，超过
1.33亿元。

“下大力气维护好会员，让会员真正
满意，从而形成服务口碑，能够吸引更多
忠实新用户和带来更多复购。途牛将在
升级产品和服务上不断努力，以便为途牛
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体验。”途牛旅游网
会员事业部总经理徐娟表示。

途牛“716”会员日单日交易额超2.48亿

1月9日，“2019第四届中国地热产业
发展峰会暨首届丝路·国际地热合作论
坛”在西安举办。本次大会为期3天，吸
引了来自国内外地热行业知名专家学者、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地热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研究学者、技术专
家，投融资机构代表，以及地热产业企业
家和从业人员等500余人。

三秦都市报记者获悉，作为陕西投资
集团、陕煤地质集团下属新能源板块重点
企业，陕西中煤新能源公司承办了本届大
会，并集中展示了其在地热能开发利用方
面的最新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热能中心
指导委员会主任曹耀峰，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分别以
《中国地热产业规划和布局战略研究》
《全面推动我国能源革命、建设现代化
的供热体系》为题，围绕我国地热资源
分布、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趋势、地热
产业规划布局和政策解读等方面作了
主旨演讲。

据悉，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工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法规政策，将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纳入目
标责任考核，始终把铁腕治霾作为环保
工作的头号工程。陕西中煤新能源有
限公司在政策不断利好的大背景下，积

极探索城市供暖制冷新模式，大力推广
地热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逐步驶入“快
车道”。

2017年1月，陕西中煤新能源公司率
先在宝鸡市采用城市污水/中水取热技
术，建设实施宝鸡代家湾中水源集中供冷
供热能源站，以区域能源站辐射方式，利
用智能化集中控制系统，实现可再生资源
的循环利用。

2018年，陕西中煤新能源公司成功
实施了铜川市耀州区关庄镇移民搬迁
清洁能源供暖项目，采取浅层地热能形
式，解决当地移民搬迁群众清洁能源供

暖要求，展现国企担当，助力当地政府
脱贫攻坚。

目前，陕西中煤新能源公司共完成
地热能供暖、制冷项目20余个，超过500
万平方米，经实测跟踪计算，每年供暖季
可节约 10.2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26.8万吨。

与会人员还将实地参观以陕西中
煤新能源公司建设实施的陕煤地质草
滩生活基地中深层 U 型对接井项目为
代表的地热示范工程。

文/图 拓宝生黎思文
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本报讯（记者任荣魏彤）近日，分期
乐商城数据显示，春节前一周，分期出行
订单交易额将同比增长150%，其中机票
订单占比超八成，“分期购票”成为今年春
运的流行趋势。

“深圳飞哈尔滨的机票单程要3000
多元，坐火车也要近千元，而且票还难
抢。”在深圳工作的95后白领小张说。今
年他没有选择坐火车回家，而是在分期乐
商城购买了一张直飞的机票，每个月只需
要还128元，就可以免除舟车劳顿，出行

体验有了很大提升。
分期乐商城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机

票分期的订单占比达到82%，销售金额同
比增长173%，高于火车票112%的增幅。

根据信用飞此前发布的一项报告，在
航旅分期这类产品中，90、95后群体占比
48%，更重要的是，很多用户选择出行分
期并不是出于经济压力，而是一种消费习
惯的养成。“分期消费不会占用现金流，让
人的财务统筹行为更具有前瞻性、灵活性
和计划性，尤其是旅行这种客单价较高的

产品更加适合分期，所以大受欢迎。”分期
乐商城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除了分期乐、支付宝花呗，携
程、去哪儿、春秋、南航等三方票代平台及
航司也早已推出类似的分期旅行产品。
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旅游业务
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而金融产
品在旅游市场的渗透率不足5%，潜力还
很巨大。业内人士预计，未来随着信用消
费的普及和年轻人群收入的增长，分期出
行的市场规模将急速扩张。

“分期购票”成2019年春运流行趋势

本报讯（高攀飞记者冯红林）1月7日，记
者从陕建机施集团获悉，2018年，该集团完成
合同签约额120.11亿元，同比增长16.26%，实
现营业收入77.66亿元，同比增长15.8%，创历
史新高。

去年以来，陕建机施集团紧盯高质量发展
目标，做精专业，做强管理。发挥专业优势，完
成了安康机场高填方、西安三星电子二期钢结
构厂房等大型项目施工任务。持续推进“走出
去”战略，力拓省外市场，省外合同签约额较
2017年同比增长108.57%。

引入BIM、VR、3D打印等信息技术，打造了
首个市政项目智慧工地。《安康汉江大剧院BIM
技术综合应用》荣获陕西省BIM大赛一等奖。该
集团还获得鲁班奖1项、钢结构金奖1项、国家专
利9项、省级工法7项，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张永宁）1月9日，BOSS直聘
发布《2019年人力资本趋势报告》，BOSS直聘首
席科学家薛延波分享了2019年人才领域前瞻
趋势。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新兴技术已成为主导产业变革的决定性力
量，雇主对人才的技能要求正发生深刻转变。
此外，技术的快速迭代重新定义了长久以来企
业对人才的筛选规则，重塑着劳动力市场架
构。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未来型技能、大数据技
能、管理培训一体化技能的人才将越来越抢手，
而基础客服、仓储、分拣、基础翻译等岗位的求
职者则面临着在几年内被淘汰的风险。

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人才在行业、城
市、岗位等维度上出现了空前的迁徙规模，
2018年有跳槽经历的人才总量较2017年增加
了32.3%,这一趋势将在2019年继续。薛延波
指出，人才对新一线城市引进政策的考虑，对
新兴行业的向往，对当前岗位发展空间的不满
意,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认知，对当前行业的忧
患意识，行业间界限逐渐模糊等因素，促成了
更加普遍的人才大迁徙。

BOSS直聘发布
《2019年人力资本趋势报告》

本报讯（王英楠 记者王媚）1月10日，陕
煤集团召开2019年安全工作会，记者从工作会上
获悉，2018年陕煤集团投入安全费用27.85亿元，
主要用于工艺升级、系统改造和安全设施完善。

据悉，煤炭企业34对矿井升级安全监测系
统，共建成地面瓦斯抽采系统79套，化工企业
投资5.9亿元，完成环保提标改造项目81项，生
产环境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陕煤集团副
总经理闵龙告诉记者，对于陕煤集团这个主要
产业都是高危行业的企业来说，安全永远是沉
重的话题。陕煤集团成立15年来，不断总结经
验教训，探索出了安全管理思路和方法，有取得
好成绩的喜悦，也有事故惨痛的教训和失去鲜
活生命的伤痛。切实加强预防管理，是安全生
产最明智、最有效的管理，不重视预防工作，必
然要去救灾。

陕煤集团召开
2019年安全工作会

积极探索城市供暖新模式

中煤新能源驶入“快车道”

第二批“相互宝”30万互助金公布

陕建机施集团去年
实现营收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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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计划，由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金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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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可享最高30万元或10万元不等的互
助金，费用由所有成员分摊。2018年11
月，“相互保”升级为网络互助计划“相互
宝”，原用户可一键迁移至新计划中，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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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事故发生地及医院走访，进一步核
实情况属实。根据规则，公示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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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公示期将持续三天，到 1
月 10 日，如无其他成员对此次申请提
出异议，那么这 3 位成员将在 14 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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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生活基地中深层 U 型对接井项目为
代表的地热示范工程。

文/图 拓宝生黎思文
本报记者任荣魏彤

本报讯（记者任荣魏彤）近日，分期
乐商城数据显示，春节前一周，分期出行
订单交易额将同比增长150%，其中机票
订单占比超八成，“分期购票”成为今年春
运的流行趋势。

“深圳飞哈尔滨的机票单程要3000
多元，坐火车也要近千元，而且票还难
抢。”在深圳工作的95后白领小张说。今
年他没有选择坐火车回家，而是在分期乐
商城购买了一张直飞的机票，每个月只需
要还128元，就可以免除舟车劳顿，出行

体验有了很大提升。
分期乐商城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机

票分期的订单占比达到82%，销售金额同
比增长173%，高于火车票112%的增幅。

根据信用飞此前发布的一项报告，在
航旅分期这类产品中，90、95后群体占比
48%，更重要的是，很多用户选择出行分
期并不是出于经济压力，而是一种消费习
惯的养成。“分期消费不会占用现金流，让
人的财务统筹行为更具有前瞻性、灵活性
和计划性，尤其是旅行这种客单价较高的

产品更加适合分期，所以大受欢迎。”分期
乐商城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除了分期乐、支付宝花呗，携
程、去哪儿、春秋、南航等三方票代平台及
航司也早已推出类似的分期旅行产品。
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旅游业务
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而金融产
品在旅游市场的渗透率不足5%，潜力还
很巨大。业内人士预计，未来随着信用消
费的普及和年轻人群收入的增长，分期出
行的市场规模将急速扩张。

“分期购票”成2019年春运流行趋势

本报讯（高攀飞记者冯红林）1月7日，记
者从陕建机施集团获悉，2018年，该集团完成
合同签约额120.11亿元，同比增长16.26%，实
现营业收入77.66亿元，同比增长15.8%，创历
史新高。

去年以来，陕建机施集团紧盯高质量发展
目标，做精专业，做强管理。发挥专业优势，完
成了安康机场高填方、西安三星电子二期钢结
构厂房等大型项目施工任务。持续推进“走出
去”战略，力拓省外市场，省外合同签约额较
2017年同比增长108.57%。

引入BIM、VR、3D打印等信息技术，打造了
首个市政项目智慧工地。《安康汉江大剧院BIM
技术综合应用》荣获陕西省BIM大赛一等奖。该
集团还获得鲁班奖1项、钢结构金奖1项、国家专
利9项、省级工法7项，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张永宁）1月9日，BOSS直聘
发布《2019年人力资本趋势报告》，BOSS直聘首
席科学家薛延波分享了2019年人才领域前瞻
趋势。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新兴技术已成为主导产业变革的决定性力
量，雇主对人才的技能要求正发生深刻转变。
此外，技术的快速迭代重新定义了长久以来企
业对人才的筛选规则，重塑着劳动力市场架
构。值得一提的是，拥有未来型技能、大数据技
能、管理培训一体化技能的人才将越来越抢手，
而基础客服、仓储、分拣、基础翻译等岗位的求
职者则面临着在几年内被淘汰的风险。

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人才在行业、城
市、岗位等维度上出现了空前的迁徙规模，
2018年有跳槽经历的人才总量较2017年增加
了32.3%,这一趋势将在2019年继续。薛延波
指出，人才对新一线城市引进政策的考虑，对
新兴行业的向往，对当前岗位发展空间的不满
意,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认知，对当前行业的忧
患意识，行业间界限逐渐模糊等因素，促成了
更加普遍的人才大迁徙。

BOSS直聘发布
《2019年人力资本趋势报告》

本报讯（王英楠 记者王媚）1月10日，陕
煤集团召开2019年安全工作会，记者从工作会上
获悉，2018年陕煤集团投入安全费用27.85亿元，
主要用于工艺升级、系统改造和安全设施完善。

据悉，煤炭企业34对矿井升级安全监测系
统，共建成地面瓦斯抽采系统79套，化工企业
投资5.9亿元，完成环保提标改造项目81项，生
产环境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陕煤集团副
总经理闵龙告诉记者，对于陕煤集团这个主要
产业都是高危行业的企业来说，安全永远是沉
重的话题。陕煤集团成立15年来，不断总结经
验教训，探索出了安全管理思路和方法，有取得
好成绩的喜悦，也有事故惨痛的教训和失去鲜
活生命的伤痛。切实加强预防管理，是安全生
产最明智、最有效的管理，不重视预防工作，必
然要去救灾。

陕煤集团召开
2019年安全工作会

积极探索城市供暖新模式

中煤新能源驶入“快车道”

第二批“相互宝”30万互助金公布

陕建机施集团去年
实现营收7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