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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一局新运公司担负着西安
地铁一号线二期的轨道施工任务。虽已立
秋，持续的高温让员工们挥汗如雨,他们仍
然坚守奋战在施工一线。

西安地铁一号线二期西起咸阳市的森
林公园向东一直沿世纪大道布设，终点站
至西安市地铁一号线一期后卫寨站。线路
全长6.09公里，均为地下。 刘顺良 摄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学家发
现两种可食用或药用的甜味植
物：翅果藤、毛果鱼藤，从中分离
出的化合物甜度为蔗糖的数十
倍以上。该系列成果近期相继
发表在国际期刊《农业与食物化
学杂志》上。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杜芝
芝介绍，当今人群高发的某些疾
病，如糖尿病、肥胖、龋齿等与过
量摄入蔗糖有关，因此寻找安

全、低热量、非营养性天然甜味
剂成为各国科学家研究的领域。

研究者通过对翅果藤的味
觉活性追踪分离，发现其果皮中
含 10个新的甜味甾体糖苷类化
合物，甜度为蔗糖的 50倍至 400
倍不等；而其根部发现的 7个新
的甜味化合物甜度为蔗糖的 25
倍至 400倍不等。研究者表示，
这些甜味植物及其高效甜味分
子的发现为天然甜味剂的开发
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

科学家发现两种植物含天然甜味分子
甜度远超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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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企业拖欠宝鸡51名农民工工资

法院多方努力帮助追回

近日，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的
邓女士在水滴筹发起筹款，称
女 儿 小 黄 由 于 病 毒 感 染 住 进
ICU，无钱治病，共筹得 25 万
余元。然而，有网友爆料称，
邓女士在武鸣开有多家粉店，
开奥迪车，名下有几套房，引
发质疑。对此，大病初愈的小
黄公开和网友展开骂战，网上
一片哗然。7月24日，邓女士表
示，将变卖家产，72 小时内把
善款退还给爱心人士。（7 月 26
日《北京青年报》）

近些年，随着网络的发展，
让一种爱心表达方式也流行起
来，那就是网络公益众筹。因为
网络募捐这种形式具有传播快、
成本低、而且效率高的特点，当
一些困难弱势群体在遭受重大

疾病或生活变故时，几乎把向媒
体公众求助当成首选。应该说，
众筹募捐这种爱心形式，的确为
一些急需帮助的困难弱势群体，
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然而，当这种良好爱心表达
方式被少数人曲解甚至蓄意利
用时，也让网络募捐似乎成了
一柄“双刃剑”，从近些年屡屡
发生的众筹募捐涉嫌“骗捐”、

“诈捐”引发网络公共事件不难
看出，每一次都让公益爱心很
受“伤”，让人们开始不相信

“眼泪”。报道中的这起个案，
无疑是在网络慈善信任的“伤
口”又撒了一把盐。

尤其是，此次受捐对象在大
病初愈后居然公开和网友展开
骂战，完全是对爱心慈善的一种
亵渎。尽管受捐对象家长在媒
体披露质疑后表示，将变卖家
产，72小时内把善款退还给爱心
人士。善款可以退还，但受“伤”
的爱心，又该如何修复，人们是
否还会相信“眼泪”？

众筹募捐屡屡引发网络公
共事件，不得不引发我们对如
何规范众筹募捐，让公益爱心不
再受“伤”的思考。首先，防止

“诈捐”、“骗捐”，需完善慈善法
律制度。对于慈善募捐，尽管目
前已出台《慈善法》进行规范，但
个人求助式的募捐，并没有被纳
入规制范畴。因此，完善慈善法
律制度，是防止“诈捐”、“骗捐”
的根本途径。其次，随着慈善组
织的发展成熟，应让更多个人求
助应当转向机构，这在一定程度
上能防止“诈捐”、“骗捐”。还有
一点，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的介入

“补位”，也是防止“诈捐”、“骗
捐”的有效途径。发布信息网络
平台虽承担一定的管理义务，但
无法完成募捐信息真实性的核
查以及后期善款使用的监督任
务，如果相关公共管理机构介
入，协调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大
数据”的作用，也能有效防止“诈
捐”、“骗捐”现象发生。

期待爱心不再受“伤”。

新闻新闻新闻

早上起床，来一餐纯天然的有机蔬果；下
班回家，打开智能音箱听一首舒缓音乐；周末
购物，去无人超市里走一走……如今，消费已
不再是简单粗暴的“买买买”，从“买什么”“如
何买”到“买得好”“讲品质”，有人判断，中国
进入了“新消费时代”。

“新兴消费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
活力，给市场带来新血液、新商品、新业态、新
服务、新技术，正在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亮
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
赵萍说。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近三成，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达到 17.4%，限额以上单位家电类、通
信器材销售额同比均增 10.6%。健康、绿色、
智能等消费领域创新产品，成为消费市场的
新卖点。

网上买逛街买都更注重体验

在杭州读研的 90后小徐，是一个热衷逛
街的都市女孩。最近一年，每次去杭州银泰
商场逛店之前，她都会先在手机淘宝或喵街
APP上浏览当季新款，再货比三家。“喜欢的
商品会先放进网上购物车，到了周末再去商

场里逛。”她说，今年
“618”，通过这种方式在
银泰商场“拔草”了时下
流行的洁面仪。

先网上选货，再线
下体验购买，如今，这样
的购物模式越来越为消
费者所青睐。去年 7

月，银泰与阿里巴巴打通了平台数据，拓展线
上喵街、淘宝和天猫等几个数字化渠道入
口。消费者购物体验从单纯的线上或线下，
整合为线上线下无缝对接。

体验倍增，价格却相同。“目前，线上线下
同价已成为银泰常规服务项目，实现了实体
商场与线上同时段同款式同价格。”银泰商业
CEO陈晓东表示，消费者在线上下单、预约到
店，可以“一站式”解决改衣、清洗、维修等服
务，解决了网上购物的后顾之忧。

拥抱消费新技术，传统百货在发力，新零
售也不断出彩。刷脸进门、自行挑选、自动支
付……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居民韩晓
体验了一把家门口的苏宁无人超市。

“无人购物科技感十足，从没想过买东西
都能变得这么有趣。”韩晓说，进入超市，入口
的摄像头通过人脸识别，能自动关联支付宝
账户；每件商品都有一个芯片，内有商品价格
等详细信息，挑选完成后自动扫描总价，再通
过摄像头识别购物人自动结算;不但免了排队
的烦恼，而且还很有趣。

相较于过去相对单一的购物方式，如今，
无论是线下线上的整合对接，还是线下具有
高科技含量的新零售，都让消费者购买更便
利，体验更舒适，消费不再只是买东西，而是
成为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

为，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一步
融合是新兴消费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这将
为消费者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的服务，从而
成为消费增长的新亮点。

购买家电产品偏爱智能范儿

“自动躲避障碍、自主规划区域、定时打
扫卫生……儿子给买的扫地机器人，真是个
稀罕玩意儿！”上个月，大连市民老孔用上了
某品牌扫地机器人，感觉生活更美好了：唤醒
扫地机器人，它就加足马力，自己在家里来回
清扫，犄角旮旯都能扫到。

老孔年近古稀，之前每次扫完地便觉得
腰痛，“虽然价格贵了点，但自从有了扫地机
器人，干家务活轻松了许多。”

如老孔的子女一般，眼下，有相当一部分
消费群体愿意为更智能、更环保、更有品质的
商品埋单。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
《2018年上半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显示，新
兴家电产品线上市场销售火热，以扫地机器
人为例，其线上零售额为线下的8倍。

一批用上各种“黑科技”的智能家电走进
人们的生活，渐成生活必需品，也为人们的生
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这款音箱，从功能到设计都让我满意，
花个 2000元也值。”前不久，在北京读大学的

孙志男在网上“领养”了一台某品牌国产智能
音箱，用过之后，感觉很酷炫。

一台小巧玲珑却价格不低的音箱，究竟
跟传统音箱有啥区别？“清晨，音箱的闹钟功
能叫醒全宿舍的同学，还有智能语音提示天
气预报，简直就是贴心‘小棉袄’。”孙志男说，
更重要的是，想听什么歌，对着它喊一声，就
能自动播放，360度全景声场，音质有保障，让
学习之余的生活变得有趣了许多。

不怕价格比传统商品贵几倍，就怕挑选
不到满意的物件。如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像孙志男一样喜好智能设备的消
费者已不在少数。大件如智能电视、智能冰
箱，小件像智能台灯、智能手环等产品已成为
消费新宠。

吃穿用度更加讲究绿色健康

“今天，你为健康埋单了吗？”这句话几乎
成了如今流行的见面问候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不
断升级，健康消费悄然兴起。有机产品、空气
净化器、家用净水设备等品类丰富的健康产
品销售火爆，成为助力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每天都有很多顾客直奔有机蔬菜区。”
在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盒马鲜生超市工作的销
售员刘淑凡一边码放新到的蔬菜，一边介绍，

“现在的顾客特别钟爱天然、健康、安全的蔬
菜，‘日日鲜’有机蔬菜每日上新，产地直达，
上午到，经常到下午就被抢购一空。”

消费升级一波接一波，人们愈加不吝于
为健康消费，不仅价格更高、安全更有保障
的有机食品成了市场“俏货”，健康风尚所
代表的生活意趣和生活方式也在消费者中席
卷开来。

“以往过生日朋友们都会送我化妆品，今
年送了我一个空气净化器。”家住上海的自媒
体人郭雅说，“因工作原因，时常要待在室内，
空气太脏会影响皮肤状态，我家已经有了3个
空气净化器。每次看到净化器滤芯里的污
垢，就会觉得买得很值。而且身边的亲朋好
友大多都添置了空气净化器”

“随着消费需求的结构发生转变，原来人
们更多是满足基础层面的需求，现在健康、品
质消费的比重不断提升，消费者在身心健康
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赵萍说，未来能够提
升幸福感的这类消费会保持快速增长的态
势，成为消费增长的突出点，助推消费继续拉
动内需增长。 （江南 王珂 韩鑫 张隽）

新兴消费 新卖点新体验

本报讯（鲁鹏飞 张杨）干了几个
月活，宝鸡 51名农民工工资却没人支
付，讨薪 2年未能要到工资，无奈之
下，51名农民工今年 6月在宝鸡陈仓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陈仓区人民法
院通过多方努力帮助他们要回了被拖
欠的17.9万元工资。8月3日，宝鸡市
陈仓区法院召开农民工劳务报酬集中
发放大会，向 51名农民工集中发放案
件涉案款17.9万元。

据了解，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2
月，这 51名农民工在长沙一家物流公
司转包的宝鸡市一园区工地上打工，
而这一劳务又是该物流公司从上海一

家物流公司转包的。劳务结束后，两
家公司先后从工地撤离，对 51名农民
工后3个月劳务费未做处理。

后经宝鸡高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多部门协调，上海的物流公
司支付了农民工们2017年1月、2月的
劳务费，但对他们2016年12月份的劳
务费，两家企业互相推诿，期间，农
民工们还曾自发组织前往上海、长沙
讨薪，但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无奈之下，51名农民工在今年 6
月 15日向陈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办案法官先与两家公司取得联系，一
方面依职权对两家涉案企业银行存款

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每户冻结 20余万
元；另一方面，审判人员加大庭外调
解力度，多次与被告两公司通过电话
沟通，积极进行庭前准备工作，并将

“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庭前、庭审和
庭后全过程，通过“短平快”的办案
原则和讲法说理的调解方式，使得 51
名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案最终全部以调
解方式圆满结案，并将全部涉案款发
放到位。

8月3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召开农民工劳务报酬集中发放大会，
向 51名农民工集中发放案件涉案款
17.9万元。

防止爱心受“伤”需完善慈善法律制度

近日，宝鸡热电厂与宝鸡市消防支队联合举行办公
楼灭火疏散应急演练，有效增强了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
应急自救能力。 付佳佳 孙剑波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燕 赵继红）为保障夏季伏天高
温一线养护职工身心健康和安全生产，日前，乾县公路
段开展了向一线职工“送清凉”活动。

该段及时给职工购发了绿茶、白糖、冰糖、绿豆、藿
香正气胶囊、清凉油、花露水等防暑降温物品，并定
期不定期带着西瓜、清凉饮料看望慰问一线职工，让
职工在高温酷暑中感受到组织的关怀，激发了职工的
工作热情。同时，要求道班要切实关心职工的工作、
生活，科学合理调整职工上下班工作时间，做好职工
食堂的饮食卫生，保证食品安全卫生，并坚持每天中
午给职工熬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以缓解高温酷暑，确
保职工身心健康。

开展向一线职工“送清凉”活动
乾县公路段

本报综合消息 为切实加强
秦岭北麓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彻
底整治违建行为，西安市长安区
人民政府近日向社会公布秦岭
北麓长安段（东、西、南至长安区
行政界限，北至 107省道以北一
千米）违建问题举报电话，24小
时接受群众监督举报。

连日来，西安市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秦岭保
护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
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和省
上安排部署，深刻反思，汲取

教训，抓好秦岭北麓违建专项
整治工作。西安市先后召开秦
岭北麓违建专项整治工作动员
部署大会、出台了《秦岭北麓
西安境内违规修建别墅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加快建
立完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长效
机制，持续提升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水平，做到依法治山、规
划控山、网格管山、常态巡
山、铁腕护山，确保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始终有人管、管得
住、管得好。

西安全力以赴保护秦岭绿水青山

·张友江·

近日，在西安市上苑330千
伏变电站，工作人员采用自主
研发的变电站噪声精确定位系
统，对主变压器进行噪声源
定位测试，为降低噪声提供技
术支撑。

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电
网环保重点实验室研发出我国
首台适用于输变电工程中低频
噪声的噪声定位测试系统，被
用户称为输变电工程的“顺风
耳”。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选团）参观党史长廊，观摩党建
展览，举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等专题党课……连日来，
宝鸡机车检修厂各党支部分批组织党员参观已建成的3
个示范党员活动室，接受党性教育。

党员活动室是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员活动、进行党员
教育管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阵地。今年以来，
该厂党委倾力打造示范“党员之家”。在学习借鉴地方
优秀企业和兄弟站段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紧扣“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突出“一支部一方案，一支部一特
色”建设思路，把体现红船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等
元素展示在各党员活动室中，确保活动室建设定位高、
设计优、功能全、党味浓。

据了解，目前该厂已建成党员示范活动室3个，4个
正在创建当中，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示范党员活动室
全覆盖。

宝鸡机车检修厂

倾力打造示范“党员之家”

本报讯（通讯员 钟自航）为认真贯彻“铁腕治霾 保
卫蓝天”要求，陕西路桥集团路面工程有限公司太凤四
分部成立环保治理领导小组，细化责任、明确目标、狠抓
落实，认真做好扬尘污染防治等各项工作。

为确保施工现场的大型运输车辆车身干净，项目
部坚持大型运输车辆行径洗车台进行车身冲洗作
业，做到 100%清洗，从而确保车辆不带泥上路。在
扬尘控制方面，每天安排洒水车定时对施工现场、
便道及办公生活区硬化地面进行洒水降尘作业。同
时，对施工现场使用的沙子、石子、白灰等散体材
料集中堆放并覆盖，以及对临时堆土及时进行绿网
苫盖。对于在车辆运输易飞扬的物料，采用篷布将
其遮盖严密，避免扬尘污染。除此之外，项目部还
通过开展环保会议、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来提高全体
人员的环保意识。

认真做好扬尘污染防治
陕西路桥集团路面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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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领回了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