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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媚）7月 17日
以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多地
遭遇特大水灾。7月 21日起，阿
里巴巴、腾讯、京东、蚂蚁集团、拼
多多、美团、携程、华为等多家互
联网科技企业宣布捐款捐物，驰
援河南。

记者从腾讯获悉，腾讯公益慈
善基金会紧急宣布首批捐款 1亿
元，联合前线的救援机构与慈善组
织，用于保障当地群众人身安全和
紧急采购救灾物资。目前，腾讯正
紧急调动产品技术资源，全力助力
政府与社会各界抗洪救灾。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助 1.5
亿元，马云公益基金会捐助 5000
万元，全力配合河南省政府用于救
灾紧急举措和灾后恢复工作。旗
下盒马、天猫超市、菜鸟等，也于21
日凌晨起行动，盒马集市和天猫超
市河南仓已连夜调集食品和生活
物品送往安置点。

菜鸟已开通绿色物流通道，重
点保障发货和收货都在河南省内
的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紧急用品

的运输，一旦接下配送需求，将免
费送达。

蚂蚁集团捐款 1亿元支援防
汛救灾，同时，支付宝“爱心捐赠”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7月 22日 13
时 12分，已有超过 320万人（次）
在“驰援河南暴雨灾情”专区参与
捐款，36小时筹得善款总额超 1
亿元。

来自拼多多的捐款数据显示，
拼多多首期捐款 1亿元，21日起，
郑州多多买菜加急盘点本地所有
网格站点的食品、药品等急救物
资，免费用于保障周边市民救灾及
生活需求。目前，多多买菜工作人
员正紧急联动河南省内外的供应
商，采购救灾及生活物资补充供
给，并将通过全市近两万个门店网
点，免费提供给受灾群众。

21日午间，20余辆京东物流
救援车队运载着第一批京东捐赠
的救援物资抵达河南省中牟县。
22日京东宣布面向河南商家推出
各项费用减免、开通商家客服专
线、赠送河南商家雇主保险等 10

项扶持措施，在帮助商家确保安全
第一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持店铺运
转，同时调拨全平台资源帮助商家
渡过难关。

针对大雨通信故障，华为河南
代表处紧急启动应急保障预案，
187名工程师在灾区一线，68名研
发专家远程投入，进行故障恢复、
业务迁移、应急方案筹备等，全力
支持当地运营商网络修复与维护
工作，力保灾区通信网络畅通。

自7月20日起，多家在线旅游
平台已启动无损退改计划。其中
美团表示，预订 7月 20日至 22日
河南省内所有未使用的酒店、民
宿、门票订单，均可致电美团客服
免费全额取消，涉及手续费由平台
承担。

7月20日起预订的、出发及到
达站为郑州的未出行火车票，可直
接在美团订单内操作退票，平台承
担手续费支持全额退票。因天气
原因发生变化或取消的航班，可进
行免费退改操作。如遇问题，均可
致电美团客服协助操作。

本报讯（记者 刘梦锟）为进一
步加强惠企政策宣传力度，7月 21
日，西安航天基地市场监管部门对
辖区企业进行走访调研，“零距离”
为企业提供“点对点、面对面”服务，
将惠企政策“送上门”。

活动现场，西安航天基地市场
监管部门和企业就商标的管理、使
用、专利的保护维权等进行分析和研

判，并出具《诊断报告》。报告翔实分
析了企业商标、知识产权、专利、著作
权等基本情况，并提出了对公司发展
的意见和建议，增强企业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下一步，西安航天基地将持
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聚焦企业“急难愁盼”问题，真心
诚意为企业排忧解难，把实事办好、
好事办实，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西安航天基地服务企业“点对点、面对面”

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7月 22
日，陕西西咸新区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西咸公交集团）与中国
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信科集团）共同发布了西北五省区
首个公交5G车路协同业务应用。

西咸公交集团 5G车路协同项
目是新基建龙头 5G应用的重要场
景——车路协同的应用项目，具体
建设为“上林路-西咸大厦”5G车路
协同智慧公交系统，全长 6公里，停
靠 8个站台。该系统是连接城际交
通与工作单位重要线路，完美解决

“最后一公里”问题。目前该项目打
造了 4辆智慧公交车，可实现车路
协同并具备高级辅助驾驶功能，同
时建设了 8个智慧路口、CA安全平
台和车路协同管理平台，构建车与
车、车与路、车与人、车与云平台之
间的互联互通。

西咸公交集团 5G车路协同项

目可以实现 8大类业务：车辆与路
口信号灯信息交互，提升通行效率；
具备高级辅助驾驶功能，提升安全
性；超视距感知路口交通信息，危险
场景预警，降低安全隐患；提前预警
无红绿灯管控的斑马线与行人交汇
危险，提升安全性；盲区检测与变道
辅助，提前预判、避让，减少危险，提
高安全驾驶；通过车与车、车与路、
车与平台实时信息交互，通过边缘
计算给出最优行驶速度，降低能耗；
车辆停靠距站台 15厘米，解决老
人、小孩、雨天等上车困难的痛点；
车后 LED灯提示，可及时向社会车
辆广播路口红绿灯及交通信息。

西咸公交集团 5G车路协同项
目的成功商用，可助力打造西咸“智
能、绿色交通走廊”，持续技术创新，
构建5G车路协同生态链，以科技提
升西咸公交智能化，形成新区“绿波
带”控制模式，加速产业升级。

公交5G车路协同业务亮相西咸新区

大明宫装饰市场总监费国栋
告诉记者：“西安楼市部分楼盘推
出‘毛坯+装修包’，这也是开发商
采取的一种营销方式，保证楼盘品
质，减少装修问题引发的维权问
题。此前一直实施全装修交房政
策，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基本是硬装
部分的基础装修，如套内所有功能
空间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设备
管线及开关插座等和厨房卫生间
的基本设备安装。如今形式的转
变，对于业主来说也多了选择。”费

国栋表示，“面对市场现状，其实现
在很多装修公司也在转型，一些装
修公司都配备了软装设计师，为业
主做专业的软装搭配，如家具、窗
帘、壁纸、全屋定制等。另外，很多
业主也会仅考虑局部优化，大刀阔
斧的改造并不划算，因此会通过装
修公司进行简易施工达到更加美
观与增加生活便利性。”

天地美居装饰公司负责人王
江认为：“不少房屋投诉问题是关
于装修不达标或开发商降低装修

标准而造成，这也扼杀了一部分业
主对于装修成品房的好感。如今，
开发商推出的装修包模式也是新
的一种尝试。”王江还说道：“精装
修政策的逐步加码，也倒逼家装行
业迫切转型，目前市场需要更加专
业的装修公司和设计团队的出
现。未来的装修市场绝不是大而
全的公司，更多的是小而精细的小
团队。做好产品，做好售后才是生
存的王道。”

本报记者刘姝罗雯雯

本报讯（栗莎 杨晓兵 记者
冯红林）7月 21日上午，国网陕西
省电力公司接到国网总部支援郑州
的指令后立即行动，成立抗洪援豫
突击队，安监、生产、物资等专业人
员迅速集结，分批赶赴郑州前线。

据了解，该公司援豫突击队第
一批 2台 10千伏发电车及保障人

员和 2 支抢修队伍 39 人已经于 7
月 21 日 13：00 出发，并于当晚到
达郑州。第二批 5 台 400 千伏发
电车及保障人员 19人按照总部安
排已于当天 15：00出发。第三批 5
台 10千伏发电车以及 3支抢修队
伍 45人已经准备好，随时按总部
指令出发。

国网陕西电力抗洪援豫突击队出发

本报讯（记者 张永宁）7月 21
日，中国长江文化研究院、中国长江
文化研究院协作体主办，中国长江
文化研究院陕西分院、陕西林业生
态研究院承办的长江水文化及生态
保护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湖北大
学、西安理工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
院、西南林业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等单
位近 40位专家学者共聚陕西，参加
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湖北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郑晓云为

陕西林业生态研究院建设中国长江
文化研究院陕西分院授牌。中国长
江文化研究院陕西分院、陕西林业
生态研究院院长薛祺表示，陕西省
地处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对深
入挖掘长江水文化内涵、推动长江
水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功能作用。
深入了解长江文化有助于长江生态
保护，致力生态保护的过程中又进
一步丰富着长江文化，将流域文化、
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人民福祉有
机结合，为实现长江流域真正意义
上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长江水文化及生态保护研讨会西安召开

本报讯（记者 唐明军）7月 18
日，秦臻娇羊最美粉丝答谢会在西安
举行。相关专家学者在开幕式上重
点讲述了健康中国及羊乳对人体营
养健康的重要作用，力推陕西羊乳，
对秦臻娇羊扎根陕西羊乳基地，精心
打造中国羊乳品牌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老年颐养基
金会会长席小平表示，羊奶被国际学界
誉为“奶中之王”，是一种超级产品，最接
近母乳的特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曹斌云教授强调，奶业是健康
中国不可或缺的产业。

据席小平介绍，我国现有奶羊
种羊场 10多个，奶山羊基地县 64
个。陕西关中地区作为中国羊乳文

化、羊乳产业发源地之一，羊乳产业
发展极为迅速。

陕西省乳品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郑子国表示，陕西是名副其实的羊
乳大省，截至去年底，陕西奶山羊存
栏数 240万头，有 51家乳品加工企
业，去年全省生产羊奶粉 8万吨，其
中婴幼儿配方羊奶粉 3.5万吨。目
前市场上销售的羊奶粉，85%来自
陕西，而外省有些羊奶粉的大部分
原辅料也源自陕西。

在大会上，相关专家和学者对
秦臻娇羊企业扎根关中羊乳基地，与
优利士、秦龙和英童等陕西知名乳企
合作，精心打造品牌，向全国消费者
提供优质羊乳给予充分的肯定。

专家学者盛赞陕西羊乳

多家互联网科技企业
捐款捐物驰援河南

“毛坯房+装修包”模式现身西安楼市

倒逼家装业精细化服务
两年前，西安市推出《西

安市推进新建住宅全装修工

作实施意见》，标志着西安房

地产陆续进入了“全装修时

代”。近期，西安一些房地产

开发商根据市场需求推出

“毛坯房+装修包”，再次引起

了广泛关注。房地产行业的

变化，对于下游行业家装建

材企业来说，会有何影响？

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全装修交房”政策发布至今
已有两年多时间，市场上除了部分
项目因拿地时间早、地块大，还有
毛坯房源在售外，大多数楼盘均已
推出全装修房。记者了解到，从去
年开始，西安土拍楼面价节节攀
升，在住宅售价调控的环境下，部
分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项目“减
配”成了他们的选择方式之一。一
房地产从业者对“减配”原因这样
解释：“地价和房价是面粉和面包

的关系，地价高了，开发商备案价
上不去，这种情况也就很难避免。”
部分开发商不得不采取新的营销
策略。据西安一带“装修包”的项
目置业顾问介绍，目前毛坯房均价
1.9万元/平方米左右，可选择“装修
包”，但需要额外付费，房屋面积不
同收费不等。

徐三刀评楼市负责人徐武
表示，装修包的形式也是一种
拿来主义，因为在成都、杭州、

武汉、合肥等地流行之后，西安
才开始做。但装修包的接受
度还需要时间去提升，从融创
开始尝试，到翠景台、中海寰宇
天下、绿城紫薇公馆等项目接
力，我们看到的现象主要有，一
是备案价确实比预期低；二是
成品房与精装房正在剥离。对
于行业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
变化，也是一种在高成本开发
之下的“减价方式”。

价格调控 助推“毛坯房+装修包”模式现身

家装企业迫切转型升级 或将迎来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