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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永宁冯红林）
4月 6日，优信集团全国首家二手
车超级大卖场落户西安，正式开始
投入运营。该店与优信线上商城
联动，承载仓储、检测、门店展示等
功能，为本地市民提供一站式购车
服务。

“拒绝营运车辆、拒绝过户超
过3次、拒绝重大事故……”优信高
级检测师赵金阔介绍，流通在市场
中的二手车品质参差不齐。为此，
优信设置了手续、里程、车价、车况、
车龄五大准入门槛，仅有20%的高
性价比好车才能上架优信平台。

虽然将很多二手车拒之门外，
优信超级大卖场在售车辆仍然远
远超过普通车商，2000多平方米
的展厅内，摆满了从奔驰、宝马到
普通大众、日产等品牌的车辆，尤
其是西安市民钟爱的大众品牌，几
乎全系都能在这里找到。

据介绍，5万元到20万元的家
用车是优信超级大卖场的主力车
型，占据了总车量的 75%；30万元
以上的豪华品牌车改装车、以及小
众豪车也是应有尽有，基本可以满
足客户多样化的购车需求。

为打造西北部最大的二手车

“超级大卖场”，优信不仅在陕西本
地补充车源，还在全国 40多个城
市批量采购，实现规模化运营，海
量的车源不仅让车辆选品门槛更
高，而且价格也有优势，可以更多
地让利给消费者。

在优信超级大卖场装备区，
专业检测人员手持漆膜仪、查客
眼镜等高科技检测仪器，检查底
盘情况，每个环节都细致入微、严
格把关。据介绍，优信所有车辆
均要通过静态检测、动态检测、举
升检测、电子检测四大检测项目，
经过专业的技师和专业的设备，
进行 300多项的综合检测合格后
才能上架。

为了让消费者买车放心，优
信超级大卖场还提供完整的售后
服务保障。所有购车用户均可享
受三天免费试用、一年包退、一年
或 2万公里保修服务保障。只要
行驶里程在 500公里内，3天内车
辆没有新增损伤，就可享受免费
退车。

同时，西安及周边 12个城市、
300公里内，优信还提供货到付款+
免费送车上门服务，与车况不符，可
以不签收，买车像收快递一样简单。

优信“超级大卖场”入驻西安

本报讯（记者 王媚）4月 7日，
记者从百度获悉，百度 1月至 2月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击淫秽色情、
赌博等相关有害信息共128.4亿余
条。在网络营销方面，共拒绝违规
医疗广告 690万余条、不合规广告
数量 3300万余条。此外，百度网
民权益保障计划在此期间内共受
理网民相关投诉 3411 起，其中
2041起达成和解，39起通过保障
计划进行赔付。

百度相关负责人表示，百度将
持续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挖掘、人工
巡查、受理第三方举报等多项举措
打击有害信息，并定期对外公布平
台的打击数据和专项行动。同时，
用户在使用百度产品的过程中，如
果发现任何非法、虚假和有害信
息，都可以通过百度举报中心http:
//jubao.baidu.com 进行举报，百度
将在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维护
清朗健康的网络环境。

百度1月至2月
打击有害信息128亿余条

蓉城似锦，天府飘香。2021
年全国春季糖酒商品交易会(简称

“春糖”）如期在极富魅力的天府
之国——四川成都举行。陕西柳
林酒业集团作为陕西地区最具有
市场前景和爆发力的凤香型白酒
企业，于 2021年 4月 2日至 6日携
集团全明星产品惊艳亮相成都岷
山饭店一楼，为全国糖酒宾客共
同展示了源自于我国凤香型白酒
核心产区、陕西凤香型白酒经典
代表的柳林酒独特的产品魅力和
深厚历史文化。

在展会刚刚开始的两天时间
里，柳林酒业集团展馆就凭借其优
越的产品优势、文化背景、装修风
格，以及极富特色的“亮相”方式，
从众多参展商中脱颖而出，成了本
次展会最具特色和最具爆发力的
参展商之一。

此次“春糖”，柳林酒业展馆位
于四川岷山饭店一楼咖啡厅，占地
面积约有 148平方米，整个展馆以
简约大气的柳林酒业集团企业色
——芬兰绿作为主色调，并配以极
具中国传统美感的博古架、名家书
法字画，同时将柳林酒千年传承的
酒海装饰其中，展馆风格古香古色，
极具中国传统美感和现代艺术感。

展馆醒目位置特别设置了柳
林酒业文化墙和荣誉墙，柳林酒业
集团发展历程、柳林酒业集团提质
技改项目进展状况，以及柳林酒所
荣获的各类奖项、荣誉一一展示其
中，吸引无数宾客止步观摩。

展馆核心位置放置了6个巨型
展柜，柳林酒业集团“柳林”“大器”
全系产品：柳林醉酒、柳林酒（繁
华）、大器凤香酒（生活版 9库）、柳
林酒（经典版）、柳林酒（天地缘）、柳
林酒（龙凤喜）、柳林酒（紫色财富）、
柳林酒（紫色空间）陈列其中。

同时还特设柳林酒高端产品
展示区，柳林酒业集团 3月份正式
上市的具有高品质、高度数、高收
藏价值的超高端收藏级凤香型白
酒——大器凤香酒（艺术版）、大器
凤香（艺术精粹）陈列其中，成了柳
林展馆极具特色的一大亮点。

“千年凤香出自柳林”，作为陕
西凤香型白酒经典代表的柳林酒，
有着 3000年无断代传承的酿造技

艺；柳林酒的选粮、取水有着极其严
苛的标准；柳林酒在酿酒过程中使
用到的千年酒海和土暗窖有着极其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色，是柳林酒
业集团传承千年的“文化宝藏”。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品尝到柳
林美酒，一睹凤香型美酒的产品魅
力和文化特点，柳林酒业集团在本
次展馆门口特设柳林酒产品品鉴
区，并将柳林酒全系产品进行现场
开瓶，以供进场宾客能够第一时间
进行品评。

同时现场开设柳林酒专业小
课堂，并特邀柳林酒业集团副总工
程师、酒体设计中心主任、中国酒业
协会白酒品评委员、国家一级品酒
师孟新莉作为导师，为大家全程讲
解凤香型白酒生产工艺和产品特
点，引得大家驻足围观，竞相品评。

中国是一个酒文化大国，中国
白酒因所处环境、气候、生产工艺
不同，酒体组合、香型划分分门别
类，差异巨大。对于中国酒类厂商
而言，每年声势浩大的糖酒交易会
既是一场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流
更是一场文化与文化的碰撞。

柳林酒起于周秦，兴于唐宋，
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史，有着极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气息。盛
产柳林美酒的宝鸡市柳林镇，更是
我国古雍州及周秦汉唐京畿之地
的千年酒镇，酒文化气息浓厚，经
久不衰。

柳林酒业集团自 2018年成立
以来，更是深耕文化领域，大力助

推陕西本土文化发展。集团投资
50亿元，大力实施提质技改及工业
旅游项目，建设配套星级酒店、白
酒体验馆、柳林酒庄，形成以柳林
酒生产加工、酒文化体验、生态旅
游观光一条龙的产业集群链；携手
青曲社举办“柳林酒青曲社相声大
会”；携手韩磊、王宏伟、王二妮、杜
朋朋等多位明星举办“柳林酒之
夜”文艺晚会。

此次“春糖”，柳林酒业集团又
为大家邀请到了成都艺术家、物感
主义艺术流派代表人物、成都许燎
源现代艺术博物馆创始人、中国东
盟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许燎
源亲临柳林酒展馆，为大家现场讲
述柳林酒“大器”系列产品的设计
理念和设计思路，并接受现场媒体
的采访，讲述他对柳林酒业产品的
理解和感受。

同时，柳林酒业集团还为大家
邀请到了陕西本土文化代表人物、
国家一级相声演员、陕派相声演员
苗阜，以及尚善品牌管理公司董事
长、产业经济学者、中国白酒著名战
略咨询专家铁犁亲临柳林酒展馆，
为陕西柳林美酒站台。

在 4 月 3 日的展会现场，陕
西柳林酒业集团还特邀苗阜为
到达柳林酒展馆的宾客签送柳
林美酒，一时间展馆内人流如
织，热闹非凡，柳林酒再次燃爆
全场，成为引领本届“春糖”热潮
的最瞩目焦点！

文/图 本报记者江波

柳林酒业集团董事长付小铜（左）与许燎源合影

本报讯（记者 余明）4月 7日
上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泾河医院
在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正式开工建
设。医院建成后，可满足日门诊量
5000人次以上、年门诊量100万人
次以上需要，将极大地推动泾河新
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泾河医院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
河大道以北，崇文塔西路，崇文
环路以西，崇文一路以东，建设
占地约 240亩。项目分为东西两
地块，西侧地块占地约 136.09亩
（90728 平方米），东侧地块占地
约 103.54亩（69025平方米）。项
目总投资 28.95 亿元，医院设置
1500张住院病床，门诊开设 34个
临床科室，投用后可满足日门诊
量 5000 人次以上、年门诊量 100
万人次以上需要。住院板块主

要分为：心脑血管病院、肿瘤病
院、妇产病院、内科综合楼、外科
综合楼。

建设西安交通大学附属泾河
医院这一高品质医院，是泾河新城
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措
施，将切实为辖区及周边群众提供
就近入住名优医院看病就医服务，
对于打造群众“家门口好医院”、构
建“15分钟就医圈”，增进人民群众
福祉，加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悉，泾河新城将与西安交
通大学密切合作，全力推动西安
交通大学附属泾河医院项目快
速建设、早日投运，将其打造成
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典范和标
杆项目,伴随着医院的开工建设，
未来泾河新城的发展也将呈现
非同寻常的绚丽光彩。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泾河医院正式开工

本报讯（记者王蒙胡琳）从3
月29日起，陕西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又担重任，成为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总客服”。中国电信陕
西公司全面承担 12345便民热线
平台建设及运营服务支撑。

陕西 12345是政府联系群众、
倾听民声民意、解决企业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的重要渠道。陕西电信
数字政府创新服务中心总经理冯
海涛表示，十四运会作为全省、全
国的大事、要事，此次，12345热线
被指定为十四运“总客服”，全面接
应十四运服务咨询工作，既是对陕
西电信服务能力的考验，更是对陕
西电信前期服务的认可。

陕西电信从 2020年 9月份开
始，完成 12345省级平台试运行工
作，目前，形成了以省级平台为协

调调度枢纽，各市（区）12345热线
为接听受理主力的热线运行体系，

“7×24小时”全天候人工受理电话
咨询等业务，为我省各区域十四运
相关诉求的快速受理、就近就便处
理奠定了基础。

接受十四运会“总客服”这一
新的任务后，陕西电信立即着手对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全面规
划和打造，在组委会的指导下，按
照“全民全运、全运惠民”理念，立
足平台、发挥优势，做好服务。

面对全运会期间话务量陡然
增加、全新领域问题解答等困难，
陕西电信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
内消化并掌握了第十四届全运会
的全部政策，精准解读，“翻译”成

“接地气”的语言，方便话务员实时
在知识库查询，进行在线解答。“关

于十四运会的任何问题，都可直接
拨打‘12345’进行电话咨询”，冯海
涛说。

在完善补充知识库素材的基
础上，陕西电信还为 12345热线开
通了“陕西12345”微信小程序、“秦
务员”APP、政府门户网站等多条
互联网受理渠道，提供外语服务为
在陕工作、旅游的外国友人提供便
捷的沟通方式。

12345热线作为群众和政府沟
通的“连心桥”、作为十四运会的服
务“窗口”，陕西电信表示将会全力
做好全运会热线的运营支撑，推动
十四运会各项服务提升，助力十四
运会形成群众视角看全运、全民参
与办全运、高效互动爱全运的社会
氛围，为实现我省“办赛精彩”目标
增光添彩。

12345热线成为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总客服”

陕西电信全力保运行

柳林酒业集团：

本报讯（记者 余明）4月 4日，
一场城市环境大整治、大擦洗活动
在西安高新区大街小巷火热开
展。在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
员的动员下，各企事业单位、商户、
小区物业人员纷纷拿着抹布、扫帚
等工具，对各自街道两侧户外广
告、门头牌匾、玻璃橱窗、建筑外立
面等公共设施乱贴乱画、浮尘污渍
进行清理擦洗。

“能为城市的环境卫生作点贡
献，心里非常高兴。”一商户告诉记者，

“由于最近连续降雨，门头牌匾、玻璃
橱窗、墙面护栏等公共设施污渍受到
雨水浸泡，更易清理擦洗。十四运会
的脚步临近了，希望能用自己的双
手，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

高新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文明有序、整洁亮丽的环
境是每一个人共治共享的结果。
此次活动，增强了市民群众关注城
市、保护环境的意识，进一步营造
了城市管理人人参与，美丽环境人
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西安高新区：全民动手“洗刷刷”

品牌魅力绽放成都“春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