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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关注民生 服务市民965369

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热线调查

备受社会关注的语文高考作文题
目又双叒叕火遍全网啦！今年的全国
乙卷作文主题与“理想”有关，高考学子
在考场上尽情描绘美好的未来。对于
寒窗苦读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梦想更
需要被守护。6月 10日，“伊利营养
2030”在北京启动，致力于用营养守护
孩子的梦想。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副局长魏宏阳、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亚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副理事长刘选国、伊利集团副总裁刘
春喜为“伊利营养2030”项目揭幕。

伊利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积
极响应农业农村部和中国奶业协会

“中国小康牛奶行动”的号召，将已实
施4年的“伊利营养2020”精准扶贫项
目升级为“伊利营养2030”平台型公
益项目，致力于用营养物资呵护孩子
们的健康，用知识科普拓展孩子们的
眼界，用关爱陪伴守护孩子们的梦
想。升级后的公益项目，关爱对象更
聚焦、项目内容更精准、参与主体更多
元，用可持续的模式全心全意服务孩
子们成长，让公益更有益。

逐梦之路
闪耀的“伊利营养2020”

早在 2017年，伊利响应农业农
村部和中国奶业协会“中国小康牛奶

行动”号召，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等公益机构推出“伊利营养2020”精
准扶贫项目。4年时间，“伊利营养
2020”已覆盖全国 25个省（市、自治
区），累计投入 8400余万元，60余万
名儿童从中受益。

这 4年里，为了给独龙江畔的
孩子们带去营养关爱，“伊利营养
2020”跨越了白马雪山、梅里雪山、
孔雀山 3座雪山，绕过了 360度的
盘山公路；为了给西藏日喀则拉孜
县曲玛乡小学的孩子们送去关爱，

“伊利营养 2020”曾到达 4100米的
“神山顶”；伊利志愿者还翻越过重
峦叠嶂，走进青海玉树州囊谦县香
达镇中心寄宿制学校，将妈妈般的
呵护带给孩子……孩子们挂在脸
上的笑容是“伊利营养 2020”最大
的收获。

十年承诺
“伊利营养2030”启动

来自鹊落小学的马善老师分享
了自己与伊利的故事，他说：“因为伊
利，让我们有了‘震不倒’的学校，让我
们学校的472个孩子第一次喝到了纯
牛奶，让我们圆了一个来北京看升国
旗的梦，真心希望‘伊利营养2030’项
目能够越办越好。”

启动仪式上，伊利集团副总裁刘
春喜表示，“伊利营养 2030”不仅是
伊利用营养守护孩子梦想的一种传
承，更是伊利对未来十年反哺社会的
一种承诺。

“伊利营养 2030”重点关注三大
行动，营养物资捐赠行动致力于让更
多的孩子喝上健康奶，得到充足的关
爱；健康科普行动为孩子带来声情并

茂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培养孩子科
学的饮奶和膳食习惯；梦想关爱行动
会开展“梦想守护大使”“梦想主题班
会”“圆梦行动”等活动，让孩子们敢
于拥有梦想、勇于追逐梦想。

2021 年，伊利计划在云南、河
北、内蒙古等15个省、自治区开展40
多场捐赠活动。活动当天，“伊利营
养 2030”首场捐赠在河南驻马店市
上蔡县邵店镇前杨村小学举行，向驻
马店市、平顶山市、南阳市、洛阳市、
信阳市的 8所小学捐赠 18万盒伊利
学生奶。“伊利营养2030”将发挥“平
台型项目”优势，集众智、聚合力、稳
扎稳打，让全社会的孩子，感受到来
自伊利人、合作伙伴和社会各界的爱
心守护与温暖关怀，成为孩子们成长
路上的“守护者”，让公益更有益，让
理想更靠近。 唐朝

十年承诺公益升级让爱延续“伊利营养2030”启动啦！

“伊利营养2030”项目启动

市民钟女士反映：家住新城
区长乐西路的长乐大厦旁，长乐
大厦里的餐饮商户将垃圾堆放在
她家窗外，不仅臭气熏天，渗漏的
垃圾液体也存在安全隐患。

请新城区长乐西路街道办事
处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女士反映：亲戚在沣东
新城一个工地上打工时，塔吊倒塌
砸到脚上导致骨折，当时在相关单
位工作人员协调下，包工头支付了
部分医疗费用，承诺余下的出院后
支付。现在伤者出院了，该包工头
再三推脱不给住院费，当时帮忙协
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无能为力，伤
者感觉很无助。

请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劳动监
察大队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蔡先生反映：自己和工
友是汉中人，由陕西秦升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外派打工，工资被拖
欠至今，多次讨要未果。

请西安市碑林区劳动监察大
队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郭先生反映：西门里迎
春小区南区广电网络坏了半个多
月，多次反映仍未修复。

请陕西广电网络公司速查并
回复本报！

市民何先生反映：两年前自己
和朋友在纺织城电信办业务，当时
说拿身份证送手机，每个月话费
109元，要用两年，还必须有一个担
保人。自己给朋友担保，朋友办了
一个手机，后来朋友用了2个月不
用了，电信让自己一个月交50元担
保费，交够两年就可以了。自己就
每个月交50元，今年9月就交够两
年了。但发现上个月扣了95元，这
个月扣了135元，找纺织城电信要
说法，纺织城电信不承认办过这个
业务。

请西安市灞桥区市场监管局
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苏女士反映：她在西安
中大耳鼻喉医院住院，由于床位
紧张被安排到过道的病床。6月
9 日凌晨，她在睡梦中被另一名
患者骚扰，报告护士并调取公共
视频后，早上9点报了警，目前事
情处理没有进展。

请西安公安新城分局速查并
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录，
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核查
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029-
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本报讯（记者李佳代泽均）科
普绿色电网建设，讲解六五环境日
的起源和意义，普及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昨日，西安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的“环保警察”
和西安国家电网的“环保工程师”，
一起来到西安经华小学给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环保课”。

在当天主题为“环保小卫士
助力十四运”的环保进校园宣传教
育活动现场，来自西安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的“环保警察”
叔叔阿姨和国网公司的工程师等，
先后走上讲台化身小学老师，将各
类环保知识，通过播放动画小短片
等形象生动的授课方式，传授给在
校小学生。其中，“环保警察”慕佳
琦给学生们普及了六五环境日的

起源和意义，并提醒学生们现在地
球已经遇到了气候变暖、臭氧层破
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环境危机，
告诉学生们如何从自身做起，践行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保护地球，
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做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国家电网的工程师王绿，则给
学生们科普了绿色电网建设、电磁
辐射等环保小知识，带同学们走进
了“你所不知道的变电站”，为同学
们介绍了生活中的电是怎么产生并
输送到千家万户的。同时，通过播
放动画小短片，形象生动地讲解了
实验室“声音捕手”、“魔法衣”等高科
技，是如何帮助控制输变电工程对
附近环境和居民的影响，并促进变
电站与城市生活的和谐相容。

“环保警察”将环保知识搬到课堂

6月初，市民李先生拨打三秦都
市报965369服务热线反映，西安市
西七路中段工人俱乐部至革命公园
附近的广电网络坏了，他们给广电
反映，广电说要升级，一直让他们
等，已经等了一个月了，还没修好。

市民牛女士次日也向本报反
映，她是西安市莲湖区莲湖路 133
号家属院的住户，小区的广电网络
已经一个月都无法使用了，多次打
客服电话都承诺尽快修理，但时间
到了都修不好，这次打客服电话说

还需要等半个月才能维修，具体什
么原因也不知道。

6月2日、6月3日，三秦都市报
分别在当天的A5和A6版以“热线
实录”的形式，将市民反映的问题
刊登并提请相关管理部门调查核
实，引起重视。

昨日，陕西广电网络公司就两
起投诉回复本报称，牛女士反映一
事，系市政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进
度，5月份，将该用户所在的小区线
缆全部剪断。广电网络公司紧急

对该小区重新铺设光网线路，并于
6月初完成，6月 5日已给该用户办
理了光网业务，用户业务已恢复正
常使用。

李先生反映一事，系因老旧小
区改造，影响西七路中段工人俱乐
部至革命公园附近的业务无法使
用，公司积极抢修，但由于该用户
居住的地方未预留线路沟道，业务
暂时无法恢复。经与用户协商，用
户近期有时间可去营业厅办理退
费。 本报记者张晴悦

陕西广电网络公司：已解决用户问题

热线回复

新购置的毛坯房需要装修，有
人主动联系房主，称可帮其装修并
向外出租，且租金高于市场价。听
到这样的好事，西安市民李先生与
西安爱上屋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安爱上屋公司”）
签了合同，并给该公司交了2万元，
没想到房子至今没装修，公司却关
了门。李先生后来了解到，与他有
相同遭遇的有200多人。

交钱3个多月还是毛坯房

李先生在西安市灞桥区购置
了一套 94.6平方米的毛坯房，今年
2月初，正考虑装修时，他接到了西
安爱上屋公司业务员的电话，当时
李先生也不清楚对方是如何获得
他的联系方式并得知自己要装修
房子的，可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优
越，李先生便心动了。

双方于 2021年 2月 28日签了
《爱上屋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由西
安爱上屋公司负责装修李先生的
房子，并将房子向外出租。房屋的
管理服务期共计 39个月，自 2021
年3月7日至2024年6月6日，其中
包含 3个月的装修期，房屋的委托
装修费用为67400元。

合同约定，房屋装修期结束后
的次月20日，西安爱上屋公司向李
先生支付 3350元/月的代收租金，
租金以每三年递增 5%计算。李先
生说，当时业务员给他介绍，简单
理解就是，他花钱请西安爱上屋公
司装修他的房子，房子装修好后，
西安爱上屋公司按月向他支付租

金，再将他的房子向外出租。
因为西安爱上屋公司开出的

条件李先生很满意，签合同当天，
他便给对方交了部分款项 2万元。
可两个月过去了，房子迟迟没有动
工，西安爱上屋公司业务员称装修
工人紧张，让他再等等，谁知道今
年6月份，房子还是毛坯房，李先生
等来的却是西安爱上屋公司关门
的消息。

西安爱上屋公司关门

今年 6月初，李先生再次给西
安爱上屋公司的业务员打电话，对
方将他加进了一个名为“爱上屋已
签单业主群”的微信群，群中有300
多人。一个自称西安爱上屋公司
工程监理的人在群中发布消息，称
公司遇到了问题，许多地方已经停
工，自己已经离职。

得知这一消息后，包括李先生
在内的房主们纷纷来到位于西安
市朱雀大街陕建安装大厦 10楼的
西安爱上屋公司。李先生说，房主
们发现当天该公司只有 3人，一名
自称负责人的男子向业主们解释，
爱上屋总公司在重庆，这里是西安
分公司，房主们交的钱在总公司，
但是总公司那边出了问题，导致西
安分公司受到了影响。

房主们当天在西安爱上屋公
司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方案，随
后几天，有房主发现该公司的办公
地点大门紧锁，公司内没有工作人
员。公司门口贴了一张《解约函》，
大致内容为：西安爱上屋公司租赁

该地作为办公场地，出租方接到举
报，该公司在租赁地从事违法经营
活动，违反了《房屋租赁合同》中的
条款，所以出租方发布《解约函》，
声明双方合同解除。

爱上屋多地分公司关门

6月 10日，陕建安装大厦的安
保人员称西安爱上屋公司已经人
去楼空，但是拒绝与该公司签合同
的房主上楼查看，建议房主向公安
和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此事。

在西安公安碑林分局红缨路
派出所，民警让前来报案的房主登
记姓名及电话，并称已有多人来报
案，相关部门非常重视此事，目前
已经联系到了西安爱上屋公司的
相关负责人，并掌握了该公司的相
关材料，事件有最新进展会与报案
人及时联系。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显示，西安爱上屋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16日，
登记状态为“开业”。2021年 6月 7
日，西安市碑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
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
无法联系”。

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近期，爱
上屋总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多家分公
司都已关门，包括南昌、长沙、南宁
等地。各地与该公司签合同的房主
们遭遇相似，都是向该公司交了钱
后，房子没有装修好，公司却关了
门。部分地方的公安机关已经介入
此事。 本报记者白圩珑

委托公司装修房子并出租

钱交了房没装 公司关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