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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婷婷）9月 21
日，记者了解到，为坚决落实陕西
省、西安市及西咸新区臭氧污染防
治工作部署要求，沣西新城紧盯重
点时段，采取“人防+技防”科学溯
源、“错峰+帮扶”重点管控、“昼查+
夜查”全天督查等措施，强力攻坚，
全力抑制臭氧污染，争创优良天数。

专题部署，加强企业督导帮
扶。组织开展 VOCs（挥发性有机
物）末端治理专项督导帮扶，结合驻
点团队指导，对辖区内涉 VOCs企
业开展专项帮扶指导，重点关注企
业源头替代、过程控制、末端治理、
日常管理等方面，对帮扶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严格依法依规处理。9
月以来，已出动检查人员 90人次，
涉VOCs企业现场检查40家次。

协同管控，持续压降臭氧前体
物浓度。对建设工地、汽修厂、餐

饮、园林绿化等重点行业，突击检查
臭氧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重点
对外墙喷涂、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
喷漆房 VOCs治理设施运行、餐饮
油烟净化装置运行、绿化修剪及农
药喷洒等展开详细排查。9月以来
共计出动检查人员 100余次，检查
相关项目及企业80余个，检查发现
问题20余处。

科技赋能，实施区域化精准管
控。依托沣西新城生态环境指挥调
度中心，整合监测监控设施，加强在
线数据及在线监控巡查，防控反应
速度大幅提升。在辖区内开展
VOCs走航溯源监测，绘制污染浓度
地图，实现快速抑源削峰。联合“一
县一策”团队及相关专家组建成立
课题组，努力探寻臭氧治理最佳路
径与解决方案，力求区域臭氧污染
防控实现新突破。

沣西新城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本地酒店预订量较
2019年同期增长超30%

本地酒店是拉动携程住宿预
订反弹的主力。财报显示，今年
二季度，携程本地酒店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超过 30%。另
外，自 2021 年底以来，携程酒店
套餐覆盖的酒店数量增加 20%，
其中 65%为高星酒店，产品力进
一步得到强化。

在海外业务方面，今年二季
度，海外业务在携程整体营收中的
占比不断增加，贡献度跃升明显。
海外机票和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超过 100%，其中酒店预订量较
2019年增长超过50%，海外酒店恢
复快于行业。海外目的地玩乐产
品预订量环比增长24%，并在2022
年上半年保持三位数的同比增
长。此外，今年上半年，携程海外
商旅酒店交易额同比增长540%。

度假农庄用户复购率
超30%

“旅游营销枢纽”战略提出
一年多以来，携程内容生态的扩
容明显。今年二季度，携程平台
日均用户创作内容同比增长
16%，用户平均内容浏览量环比
增长约 50%。

作为携程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携程度假农庄也在今年
上半年取得了新突破。截至今年
6月，携程累计在全国布局 9座携
程度假农庄，接待客源覆盖全国
30个地区，用户复购率超过 30%。

本报记者王媚

携程第二季度实现净营收40亿元
9月22日，携程公布截至2022年6月30日第二季度财报，

财报显示，二季度携程营收为40亿元，其中住宿预订、交通票务、
旅游度假、商旅管理业务收入分别为14亿元、18亿元、1.22亿元、
2.1亿元。

本报讯（记者余明）9月21日，
由超高层写字楼环绕的大型地下互
联互通综合体——中建方寸间开
业，标志着西安高新区一个全新的
P+R商业综合体正式启幕。

作为西安高新区重点民生工
程，中建方寸间是城市空间综合利
用开发的典范之作。高新区住建
局副局长黄利民表示，中建方寸间
作为“幸福高新”建设项目清单中
着重打造的 10个高品质核心商圈
之一，将进一步完善“唐延路–锦
业路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布局体
系”，极大提升“锦业路中央商务
区”生活品质。

据了解，业态方面，中建方寸间
着重打造“城市商务社交新空间”，
囊括了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时尚餐
饮、小资且环境舒适的社交餐饮、满
足白领日常消费习惯的生活服务类
等20余家品牌。

中建方寸间“商务社交+生活
方式”的全新业态规划，围绕周边写
字楼白领一天的工作生活习惯，打
造出“白＋黑”生活空间和“5+2”生
活模式。结合下沉广场的沉浸式快
闪店铺，以及中庭颜值超高、色彩炫
酷的炫彩屋，都将让中建方寸间变
身超级磁场，吸引众多消费者欢乐
打卡。

“幸福高新”建设再添新名片
全新业态中建方寸间启幕

本报讯（记者 王媚）9 月 21
日，2022京东供应链金融科技峰
会举办，京东科技发布全新供应
链金融科技战略，通过助力核心
企业搭建供应链金融平台，京东
科技将携手产业多方构建起开放
协同的生态体系，将更普惠的“金
融活水”精准滴灌至中小微企业，

化解产业链中存在已久的中小企
业融资难题，有效促进实体产业
的蓬勃发展。

京东副总裁、京东科技金融
科技群总裁李波说，发展供应链
金融科技成为京东重要战略方
向之一。供应链金融科技是一
项系统工程，无法脱离产业数字

化单独存在，首先要服务于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的互联网
联结，然后在此基础上叠加金融
科技才可提升企业的供应链金
融服务能力。

目前，京东供应链金融科技
深耕供应链金融服务已近 10年，
服务中小微企业超百万。

京东科技发布供应链金融科技战略

本报讯（党海绮 李思萌
许晨 记者 亓敏）近日，750千伏
乾县变电站设备升级改造工作全
面启动，近百名电力工人将历时 9
个月，完成该站断路器及相关二
次设备改造施工。该工程将极大
地提升 750千伏乾县变及陕西关
中地区电网供电可靠性，为人民
群众安全用电、可靠用电、绿色用
电提供坚强保障。

国网陕西电力超高压公司
乾县 750 千伏变电站作为陕西
第一座 750 千伏变电站，承担着
西北地区水、火、风电打捆外送
重要枢纽的作用，是西北电网、
陕西与甘肃环网的枢纽站，在
西电东送、迎峰度夏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按照西北电网“十

四五”发展规划，超高压公司计
划于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5 月
开展乾县变断路器及隔离开关
增容改造，同步更换老旧继电
保护、自动化装置，进行一键顺
控智能系统接入。

据悉，本次改造工程包含 10
个停电阶段共涉及 84个作业面，
时间跨度长、交叉作业多。为确
保各项工作的安全有序开展，超
高压公司超前谋划、全面部署，组
织成立现场作业风险管控协调领
导组、现场指挥部，下设三个项目
部，一次设备改造检修组、二次设
备改造检修组、安全管理组、运行
组、后勤（防疫）保障组五个工作
组，实现改造工作现场安全生产
可控、能控、在控。

750千伏乾县变电站设备升级改造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梦锟）9月 16
日，中国移动与西安交通大学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揭牌成立西安
交通大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数字政府联合研究院（以下简
称联合研究院）。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产学
研用协同创新，开展科研合作、加强
人才培养、推动校园信息化建设，加
快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和应用
突破，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面向产业、服务民生，开展
立体全面合作，探索运营管理新模
式、课题遴选新机制、载体建设新
方式，打造国际一流联合研究院。
联合研究院将围绕数字政府及网
络安全、物联网等优势学科和重点
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打造一
批跨界应用，培养一批领军人才，
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影
响力、辐射力、引领力，推动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中国移动与西安交大
共建数字政府联合研究院

高质量发展看西咸：

人才“活水”入“原”来

俄罗斯留学生安衡接受媒体采访 董永军摄

“人才范围再扩大，41条
升级版支持措施涵盖人才安
居、子女教育、托育托管、交通
出行、求职补贴各方面，鼓励、
激励人才发挥专业引领带动作
用……”9月20日，“高质量发
展看西咸”媒体行活动启动，记
者在秦创原人才大市场采访
时，提及新出台不久的《关于打
造秦创原人才聚集高地进一步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措
施》，西安交通大学核科学与技
术学院助理教授李海鹏很是兴
奋：“这对于我们落户西咸，深
耕秦创原，有着巨大的鼓舞作
用，我对我们核技术转化落地
应用充满了信心。”

9月 20日，“国际人才形象服
务大使”、俄罗斯留学生安衡像往
常一样，来到秦创原人才大市场，
坐在他的工作席位上，用熟练的
汉语、俄语、英语，向前来咨询的
外籍人士介绍答疑。“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我经常用我了解的政策
为很多人进行解答，这让我觉得

很有意义。”
“科技创新人才想要办企业，

大市场就帮助解决融资、经营管
理、产业化等问题；企业有科技创
新需求，大市场就帮助对接科研团
队。”西咸新区党工委人才办专职
副主任、新区社会事业服务局副局
长赵宏庆说：“截至 8月底，已有上

海外服、今日人才等 4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入驻。目前正在为前程
无忧、智联招聘、北京外企等 10家
机构办理入驻。与此同时，秦创
原人才大市场已与延安、宝鸡、榆
林等地市以及十余所高校、上百
家企业服务对接，实现营收约
1.62亿元。”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
西安奥卡云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首席技术官——加拿大专家约
翰·卡尔迈克，对于西咸新区，也
有着同样的激情，他曾是世界第
三大软件公司 VERITAS SOFT⁃
WARE 的创始人之一，研发的
VxFS文件系统曾服务了全球 500
强企业级数据中心与数据库系
统。目前，他正带领西安奥卡云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世界一流
自主研发的高端存储产业链条：

“西咸为我们外国专家提供了非
常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我很乐于

在这里探索一切不可能！”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

为此，西咸新区也拿出了满满的诚
意。

8月26日，《关于打造秦创原人
才聚集高地进一步支持人才创新创
业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从6个方
面提出41条支持措施，是今年3月
份《西咸新区“秦创原创新人才计
划”奖励支持措施》的再升级。

此次的人才奖励，除了经西咸
新区申报认定的西安市A、B、C类
高层次人才和省级专家，还将秦创
原 6类人才纳入支持范畴。服务

保障再细化，经新区申报认定的高
层次人才，可享受最高 200万元的
购房补贴，或免费入住人才公寓。
高层次人才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在
新区就读公立学校可统筹安排入
学。人才在新区范围内可享受最
高10万元的购车补助。

数据显示，2022年以来，秦创
原人才招引工作快速发展，1-7月
引进青年创新创业人才 7712 名
（预计全年引进 1.5万名），是 2018
年 6月至 2021年累计进人才 8316
名的 92.7%，呈现快速聚集发展的
态势。 本报记者 周婷婷

政策再升级后顾无烦忧

人才大市场有梦你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