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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姝罗雯雯）
6月 6日，CBA苏州肯帝亚球队两
位球星易立和李禄瞳莅临西安红
星美凯龙盛世太白店，一起为肯帝
亚全屋定制和欧圣地板的开业盛
典助力。江苏肯帝亚集团董事长
郦海星、陕西省建材商会执行会长
刘振虎、红星美凯龙盛世太白店总
经理刘毓、陕西圣泽伟业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袁俊杰以及来自全国
各地优秀经销商们出席活动，共同
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活动中，两位球星带领四名
陕西本土球员用一场精彩绝伦
的 3VS3 篮球表演赛拉开了帷
幕，精彩的解说、激烈的角逐瞬
间点燃了现场。江苏肯帝亚集
团董事长郦海星在活动中介绍，
肯帝亚是目前国内全资拥有
CBA篮球队的定制家居品牌，全
国范围内拥有超过 2000 家专卖
店，产品畅销美国、德国等 45个
国家和地区，产品分布从纵向上
游原材料速生林和板材，到横向

全屋定制、地板、地面新材料、木
门、木饰面、墙板、智能木结构洋
房等，是集研发、生产、制造、销
售于一体的大型家居集团化公
司。对于陕西市场，肯帝亚集团
信心满满，未来将整合优质资
源，为陕西消费者带来优质的产
品和完善的服务。

活动互动环节，两位球星还为
陕西本土四位球员送上了签名篮
球和球衣，球员们表示将努力发扬
体育精神，做最好的自己。

CBA球星助力肯帝亚全屋定制和欧圣地板开业盛典

本报讯（记者 胡琳）每一次深
耕，都是对城市发展的敬意；每一次跨
越，都是对城市生长的向往。日前，焕
新阎良·倾世绽放——2021阎良·卓
越府美学示范区开放活动举行，源自
府居的缤纷生活在此拉开帷幕。

阎良·卓越府的亮相是卓越集
团对于航空城的美好兑现，也是一
场高端人士与生活美学的如期相
逢。卓越集团西安公司营销负责人

廖坤在致辞中诠释了卓越集团对航
空城发展的信心与“追求卓越，不断
超越”的发展理念，他表示，阎良·卓
越府美学示范区的开放是高端生活
品质的完美呈现，更是一场超越时
代的人居理念与生活方式的见证。

多年来，卓越集团深谙“城市
核心地段”的价值所在，将阎良·卓
越府落址航空城核心板块。据悉，
该项目被优质教育资源环伺，周边

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第一初级中
学；步行可达清河岸线、清河滨河公
园（建设中）；同时，项目还紧邻阎良
商业新地标恒龙缤纷城，一站式情
景体验商业中心，全维优渥配套，可
以满足项目业主日常生活需求。此
外，该项目采用的卓越物业首创的
Concierge Service礼宾司服务理念，
将以高标准打造星级尊享服务标
杆，细微处体现社区温情生活。

阎良·卓越府美学示范区开放
本报讯（徐莎刘世琦记者张屯）

截至 5 月底，陕煤运销黄陵分公
司新增铁路配焦煤用户 20余家，
为矿区配焦煤销售增量创造了有
利条件。据悉，该公司一方面不断
加强公司销售人员市场调研力度，
通过持续对周边煤炭市场用量、价
格等情况进行常态化调研，根据各
统销矿井煤质变化情况和市场、客
户反馈情况，定期分析当前煤炭市

场形势，动态调整商品煤售价，实
施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另一方
面，销售部门建立了规范、完整的
客户档案体系，在优先保证长协用
户发运的同时，通过“互联网+大数
据分析”不断细分新用户，开拓新
市场，打造优质客户群，同时根据
市场和煤质变化，及时调整销售结
构，确保适销对路的优质产品市场
份额，争取效益最大化。

调整销售策略扩大运销“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太快
了！从走出家门到拿到营业执照，
十多分钟就好了！”6月10日早上，
西安国际港务区西航花园商业街
的个体户樊磊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在家门口的西
航花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拿到了
营业执照。“以后有啥业务就去社
区办，节约了不少时间，这么好的
事，我要给周围创业的朋友们都说
一说。”

十几分钟办好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只是西安国际港务区扎实
推进“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西安国际港务
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深化“15分钟
政务服务圈”建设着力打造“民有

所呼、我有所行”服务品牌实施方
案》要求，以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
办事的便捷度、体验度和满意度为
目标，扎实推进“15分钟政务服务
圈”建设改革，将政务服务资源延
伸下沉，推进“事项、服务、场所”高
标准化建设。

“个体户办营业执照需要哪些
资料？”“健康证明怎么开？”“年报
时间什么时候截止？”走进西航花
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在综合业务
办理服务台前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耐心、准确地给大家进行
专业解答。

据新筑街道办事处社事办负
责人凤亦含介绍，西航花园社区有
居民9917户，4万余人。为积极响
应“民有所呼，我有所行”的号召，

社区引入工商综合业务窗口，方便
群众集中办理工商业务，实现“一
窗受理，即办即结”。

此次国际港务区将工商个体
户登记、小餐饮备案登记等多个高
频事项下沉至西航社区便民服务
站和新合街办便民服务站，大大增
加了群众的办事满意度。目前，国
际港务区在华南城、中西部金融小
镇等企业集中区域设置了政务驿
站。下一步，还将继续做好 15分
钟政务服务圈工作，逐步推进公民
个人事项下沉，打通为群众办事的

“最后一公里”，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让大家更好地享受到
园区“放管服”改革的便利和实惠，
为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作出新的贡献。

西安国际港务区
建设“15分钟政务服务圈”

本报讯（记者 余明）6月 9日，
在第五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
将到来之际，泾河新城 2021“人民
的非遗 人民共享”非遗文化日活
动在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茯茶镇景
区举办。本次活动为期 3天，将为
泾河人民献上丰厚的文化大餐，全
面展示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的优
秀成果。

活动现场，一大批省、市、县级
泾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
人悉数亮相，共同开启 2021泾河
新城非遗文化日活动。友军羊肉、
艺术花馍、剪纸、花鸟字、捏面人、
沙画瓶、马勺脸谱、吹糖人等极具
泾河特色的非遗项目和特产完美
呈现。这些非遗传承人正在用自
己的方式，传承非遗保护初心。

展示作品中，用面捏、剪、蒸出
来的艺术花馍，构思巧妙、造型优
美，带有十四运的吉祥物金金、羚
羚、熊熊、朱朱的特色剪纸，聪明智

慧、灵动可爱，采用团花剪和平面剪
相结合的剪刻方式，在剪纸外侧，套
上了团花剪图案笑脸石榴，寓意陕
西人民团结一心喜迎十四运。剪纸
非遗传承人陈新峰表示，“希望用剪
纸的形式展示吉祥物图案，表达自
己对十四运的美好祝愿！”

活动现场还以图文展板及非

遗专家与观众咨询互动的形式，宣
传普及《非遗法》和非遗相关知识，
展示近年来我省非遗保护传承的
重要成果和优秀实践案例。据悉，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泾河
新城还将在线上线下重点宣传展
示我省贯彻落实《非遗法》所取得
的成效和经验。

泾河新城

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

活动现场

本报讯（记者余明）6月9日上
午，2021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期间，

“硬科技·自立自强”西安高新区投
资环境说明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
式举行，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
客商推介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
城”概念规划，凸显硬科技实力，共
话未来发展方向。会议还集中签
约了 3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
685.46亿元。

据介绍，这 30个重点项目涉及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基础设施、总
部金融和文旅健康等领域，引领性
强、带动性大、成长性好，代表着科
技创新的前沿、生产力发展和产业
变革的趋势，聚焦西安高新区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重点产业的方
向和关键领域。

其中，小米研发中心项目计划
投资2.2亿元，将在西安高新区成立
研发中心，主要从事手机等智能终
端的研发，同时与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知名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并
成立成果转化中心，负责研发中心

及联合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推动理论研究产业化、市场化发
展；正威丝路国际总部项目计划建
设丝路国际总部、高端电力设备制
造基地和新材料生产制造基地，并
建立能源相关行业碳中和交易平台
和结算中心；隆基氢能总部项目计
划投资 3亿元，成立西安隆基氢能
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电解水制氢设备
项目总部；三菱重工中国技术创新
中心项目计划投资 10亿元，将三菱
重工在低碳城市和综合能源方面的
技术和成果在中国转化并落地，主
要内容包括技术成果转化、相关产
品加速孵化、综合解决方案展示及
人才培训基地等。

此外，追日润半导体封装测试
生产线、vivo西部总部、哈啰出行西
北总部、泰康西安智慧医养总部等
项目，也将进一步完善西安高新区
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布
局，为硬科技发展赋能增效，为三
十而立的西安高新区再出发夯实
根基。

总投资685.46亿元
西安高新区集中签约30个项目

本报讯（记者王媚）6月9日，阿
里巴巴发布《西部电商发展报告
2021》，报告显示，2020年，西部地区
上淘宝开店的新创业者人数增幅首
次超越其他地区，领跑全国。90后、
95后、00后的年轻人，正成为新入
淘创业的主力军，占比达到6成。

记者从数据中看到，陕西电商
的发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16
年至 2020年，陕西皇冠及以上淘宝

店铺的数量增长了111%，年销售额
超过 100 万元的商家数量增长
71%。目前，陕西淘宝村一年猛增
14个，陕西已经诞生亿元淘宝村。
今年天猫 618开启后，6月 1日至 3
日，淘宝天猫上，陕西商家销售额增
幅位列西部第 4位。据淘榜单数据
显示，2020年，淘宝主播人数增幅前
十省份中，西部占据8席，在“新农人”
主播数量上，陕西位居西部第三位。

阿里巴巴发布《西部电商发展报告2021》

陕西年销售额超百万商家数增长71%

本报讯（记者 亓敏）近日，百台
配套法士特新能源 6E240的纯电动
和氢燃料牵引车批量下线，并将快
速交付用户。法士特新能源产品低
碳、环保、舒适，其良好的口碑、超感
动服务深受用户和主机厂的高度认
可，为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贡献行
业智慧和担当。

法士特新能源电驱动产品变速

器内部为自主设计的滑套结构，可
靠性更高,先进的控制策略以及寿
命可达 3000万次的气动换挡执行
机构，保证了系统换挡更平顺,换挡
速度更快，使用成本更低。历时多
年研发的能量管理算法，能根据不
同工况自动调节能量回收强度，以
及对附件能耗的合理管理，从而达
到经济节能的效果。

法士特新能源产品再获大单

本报讯（记者 任荣）6月 7日，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赞助企业签
约仪式在西安锦江国际酒店会议
中心隆重举行。陕西粮农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利民现场签约
赞助协议，并参加了在西安奥体
中心举行的倒计时 100天活动。

此次陕西粮农集团与十四运会
组委会正式签约，总计出资 1000万
元，成为十四运独家供应商，是经与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周密谋

划，立足于打造陕西地域知名粮油
品牌，扩大陕西粮油品牌影响力的
重要举措，也是首次与全国性大型
综合体育赛事结缘，主动服务国家
大事、助力全运盛会而展现的省属
国企责任担当。

目前，陕西粮农集团已成立全
运会赞助工作专班机构，聚集旗下
丰富的粮农产品资源优势，紧锣密
鼓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全力以赴为
办好全运会提供坚实保障。

陕西粮农集团1000万元助力十四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