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王 青 校对：沧 海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等次等次等次等次
排排排排
名名名名

团队名称团队名称团队名称团队名称 奖品奖品奖品奖品 所属工会所属工会所属工会所属工会

1 榆靖横山所黄蒿界站3队 小米手表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靖分公司工会

2 风行丝路 小米手表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长分公司工会
（长武管理所）

3 神府 - 畅行365 小米手表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神府分公司工会

4 通达工会 小米手环 陕西省通达公路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5 逐梦渭河 小米手环 陕西省渭河工程局工会

6 为了大奖 小米手环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7 勇往前行 小米手环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会
（基地管理中心）

8 爱尚跑步 小米手环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工会

9 文体中心 小米手环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10 铁建雄风 小米手环 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工会

11 越战越勇 小米手环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12 大风 小米手环 陕西省石头河水库灌溉管理局工会

13 铜川公路管理局棗B889 小米手环 陕西省铜川公路管理局工会

14 南郑区水利局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水利局工会

15 宝钛悦动四队 小米体重秤 宝钛有色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工会

16 小确幸 小米体重秤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工会
（基地管理中心）

17 榆林南管理所健步十四团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绥分公司工会

18 宝钛悦动队 小米体重秤 宝钛有色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工会

19 一起跑吧 小米体重秤 西安市鄠邑区总工会

20 通达工会一队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通达公路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21 369团队 小米体重秤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22 榆靖榆北站10队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靖分公司工会
（榆林管理所榆林北收费站）

23 通风变电 小米体重秤 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工会

24 渭化双甲三期二班1 小米体重秤 陕西渭南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25 快乐徒步者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地下水管理监测局工会

26 榆绥分公司健步5团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绥分公司工会

27 奔跑吧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华山监狱工会

28 试试就行、争争就赢 小米体重秤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工会

29 中铁一局三公司象来项目部 小米体重秤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工会

30 杨凌所小目标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宝分公司工会
（杨凌管理所）

31 秦道健步行 小米体重秤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宜富分公司工会

32 榆林南管理所健步13团 小米体重秤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绥分公司工会
（榆林南管理所）

33 机电健步走俱乐部 小米体重秤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会（机电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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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
文化和旅游部
公示了《在线旅
游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规定（征
求意见稿）》，并
在未来一个月
内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暂行规定》依法明确了需要取

得许可的在线旅游平台运营者范
围；强化了平台的资质审核、提示、
预警、监督、处理、报告、保险等相关
要求；明确了平台连带责任。同时，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旅游纠纷的
司法解释，对平台作出了民事连带
责任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暂行规定》明
确，不得进行虚假预订、不得上架不
合理低价游、不得利用技术进行价格
歧视（大数据杀熟），回应了此前的一
系列社会热点。

不得利用技术大数据杀熟
不得进行虚假预订

针对最受关注的“大数据杀熟”
问题，《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在线旅
游经营者不得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针对不同消费特征的旅游者，对
同一产品或服务在相同条件下设置
差异化的价格。

大数据杀熟还将面临最高五十
万元的处罚。《暂行规定》第三十五
条规定，违反该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
七条的规定处罚。具体来说，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数据协助方面，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要求在线旅游经营者提供在线
旅游经营服务相关数据信息的，在
线旅游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

在虚假预订方面，在线旅游经
营者为旅游者提供在线预订酒店、机
票、火车票、船票、车票、场所门票等
产品或服务时，应当建立透明、公开、
可查询的预订渠道，不得误导旅游
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虚假预订。

不得上架不合理低价游
不得非法删除旅游者的评价

几十元的双飞团？以后可能无
法在在线旅游平台上看到了。在低
价游方面，《暂行规定》明确，在线旅
游经营者不得为不合理的低价组织
的旅游活动提供交易机会。

针对一些平台“删除、隐匿差
评”等问题，《暂行规定》还规定，平
台经营者应当保障旅游者的正当

评价权，不得非法删除、屏蔽旅游者
对平台服务及其平台内经营者的
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不得误导、引
诱、替代或强制旅游者作出评价。

在信用监督方面，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依法建立在线旅游行业信
用档案，将在线旅游经营者市场主
体登记信息、行政许可、抽查检查、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行政处罚等信息依法列
入信用记录，向其他部门共享信用
信息，对严重违法失信者实施联合
惩戒措施。

在线旅游平台应先行赔付
未尽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暂行规定》鼓励“先行赔付”，
其中规定，旅游者通过平台经营者
与平台内经营者订立旅游合同发生
纠纷的，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
人身财产损害的，平台经营者应当

负责协调解决，协调不成的，鼓励平
台经营者先行赔付。

《暂行规定》还对平台的连带责
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平台经营者知
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旅游
辅助服务者提供的在线旅游经营服
务不符合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要求
或有其他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行
为，未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
与平台内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
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经营者未能对在线旅游平
台内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资质
进行审核，或未能对旅游者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损害的，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旅游者因不可抗力或第三人
造成损害的，在线旅游经营者应当
及时进行救助，因在线旅游经营者
未及时进行救助造成旅游者损害
的，应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
责任。 （温婧 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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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陕建一建集团的职工徐铭悉表

示，参与活动之前，他一直认为健步
走就是走得越快越好，步数越多越
好。但是自从加入了活动，关注了

“陕西工会”微信公众号，他收到了
关于如何正确健步走的微信文章，
里面介绍了很多科学锻炼的知识，
比如健步走的标准姿势，怎样选择
合适的运动鞋，制定合适的运动量
等，这些都纠正了他的很多错误观
念。另外，他在线上完成了 70万步
的活动目标，得到了一个“与祖国同
行”电子徽章，他觉得以这种方式参
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的活动很有纪念意义。

而西安市总工会网络中心科员
窦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按照
活动工作要求，在接到任务后，领导

班子高度重视，由分管具体工作的
副主席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
安排部署；由市总宣教部牵头，多次
在全市范围内发布健步走活动宣传
信息，利用市总微信、微博转载省总
健步走活动信息，运用微信小程序

和头条信息推送等方式
大力宣传。他表示，据
调查，西安市职工对健
步走活动反应十分热
烈，并希望省总今后能
多举办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线上和线下活
动。

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省总工会网络中心副主
任冯曦告诉记者，习近
平总书记在去年 10 月
28日与全总新一届领导

班子谈话时强调，要“打造健康文
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
化”。为落实这一指示精神，结合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专门策划了

“与祖国同行”百万职工网上健步走
活动。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职工参

与到活动中来，采用了微信小程序这
一载体，可以零门槛参与其中。同
时，采用个人闯关与团队竞赛相结合
的形式，确保活动的参与度。

她表示，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
性，在活动小程序首页设计了“修身
日历”，每天显示一句正能量名言，
既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有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语录；还设计了
13个虚拟关卡的闯关积分活动，激
励大家坚持打卡，养成健身好习惯；
陆续推出垃圾分类小游戏和网络安
全知识问答等，让职工在健身锻炼
的同时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生活常
识等。做有教有乐、职工喜欢的文
体活动，是工会组织的职责。这次
健步走活动是新时期工会网上工作
的一次有益实践，后续将认真总结
本次活动的经验和不足，争取把网

上健步走活动打造成为陕西工会的
品牌活动。

对于这次健步走活动，分管宣
教网络工作的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剑
这样说：“陕西工会网上工作要在
创新性上下功夫，探索将新技术
新应用融入到传统工会工作中，
密切跟进职工关注的互联网新视
野、新业态，通过开展广大职工
喜闻乐见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
动，使我们工会的活动火起来、
热起来，让广大职工在寓教于乐
中获得更多的文化精神营养，传递
更多的正能量。”

本次健步走活动已于10月8日
结束，有近 20万参与者获得微信红
包或实物奖励。未来健步走活动将
持续举办，欢迎继续关注“陕工健步
走”，陕西工会将与你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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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婷婷）10月8日，国网榆林
供电公司组织运维人员深入辖区开展“防
外破”专项巡视活动，以防外破、防小动
物、防火、防树障、防踩空区为治理重点，
结合秋季节气特点与地域实际，确保秋季
电网安全运行。

该公司深入收割现场向农用机械车
司机宣讲安全操作知识，减少秋收期间的
电力设施破坏。加强树障清伐及线下垂
钓排查工作，严防树枝碰线与线下垂钓。
针对在煤矿采空塌陷区上的电力线路，加
大定期巡视检查力度，启用以生产班组为
重心的线路防外破分区查排模式，建立了
难点障碍专人处置、常规障碍及时消除的
除患分工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好事故
预想和反事故演习等活动，强化电网设施
防外破风险管控，提升生产人员应对因电
力外破导致突发事件的能力。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节后“防外破”护航秋季电网安全

本报讯（谭永良）为有效应对当前秋
淋天气，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绥
德工电段强化秋季防洪意识，通过加强应
急值守、紧盯安全关键、加强设备巡视和
整治等举措，全力确保运输畅通安全。

该段成立秋淋天气应对领导小组，党
政正职轮流带班，不断补强防洪值守力
量。为了降低秋雨对行车安全的影响，该
段组织对防洪重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及时
检查雨量监测设备及防洪备品。对发现
的隐患按照轻重缓急及时进行整治，确保
设备运行安全。

该段还利用段网、钉钉等方式及时发
布预报、预警信息，加强上下对接，指导车
间、班组提前做好安全防范，畅通信息渠
道。与此同时，进一步细化各类水害抢险
的方案，明确不同类型水害及不同地域抢
险路径、方案、人力和机具材料，积极应对
秋淋天气。

积极应对秋淋天气确保安全畅通
绥德工电段

蒲公英 138*****660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小张 1808****032中国邮政集团西安邮区中心局工会
韩崇选 136*****865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
苌绒 187*****731陕西航天医院工会
别动我 132*****019西安市雁塔区总工会
阳光灿烂 137*****499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gaody 177*****725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韩西正 150*****159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王凯-℡����������� 135*****242延靖分公司工会（化子坪管理所）
山水情怀 150*****908西安市第七十九中学工会
华 138*****081西安市碑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
李永 135*****016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
英子?? 138*****679澄城县实验学校工会
HY 189*****446碑林区总工会
余??生请多关照 138*****734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晓林 138*****098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工会
飞飞 187*****314中联重科土方公司工会
傻的冒烟 133*****215陕西省总工会

任静 178*****807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延靖分公司工会
（乔沟湾管理所靖边南收费站）

雪瑞 155*****601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彩虹 186*****686咸阳市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在路上 189*****299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
璐 133*****287西安市雁塔区总工会
顺其自然 139*****985大荔县步昌卫生院工会
九月·秋 135*****956宝鸡市陈仓区水利局工会
君子兰  152*****039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 139*****475西北工业学校工会
Burning 137*****396西安欧亚学院工会
曹 139*****929陕西省西安汽车站工会
猎人 153*****310兴平市统计局工会
雪荟 133*****212陕西省绥德师范附属小学工会
知心姐姐 135*****331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甜蜜蜜 137*****118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智者乐山 139*****118陕西省汉中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会

窦媛 198*****118
陕西省澄城县澄合矿务局
董家河分公司工会

谢香云 139*****930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设备租赁中心）

立民 134*****851陕煤集团澄合矿业多经公司工会
呜呼*悠哉 139*****334陕西省铜川监狱工会
浓妆淡抹 139*****270丹凤县农村管理公路局工会

有梦就幸福 199*****607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蓝商分公司工会

知无涯 138*****698陕西省宝鸡峡引渭灌溉管理局工会
孙超 131*****28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
流年不予谁相思 134*****572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战胜 138*****177陕西省宝鸡峡引渭灌溉管理局工会
rui 159*****330秦汉新城管委会工会

latte 180*****077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神府分公司工会

坡度 135*****017
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一公司
文艺路分公司工会

像我这样的人 153*****566安康市统计局工会
韩宝龙 138*****106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muzi 135*****662陕西省石头河水库灌溉管理局工会
繁星 137*****324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冯小娟 138*****827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会
知足常乐 139*****962陕西省泾惠渠灌溉管理局工会

.安静@默然. 180*****328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安川分公司工会
（高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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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儿 181*****147 西安晖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
花似不落 137*****294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顺势而为 139*****120 陕西省女子监狱工会
渭北居士 136*****360 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工会

王露瑶 139*****082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商分公司工会

郭安鹊 137*****23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
枫叶无边 151*****920 法士特集团公司宝鸡法士特工会
雪花 138*****475 汉阴县统计局工会
雨露点滴 135*****490 铜川市第一中学工会

傲雪凌霜 189*****770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东车辆段工会

曹哥 134*****586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集团工会
蔚蓝海岸 134*****198 灞桥区城建开发公司工会
快乐宇 138*****491 陕煤集团渭化公司工会
红红火火 159*****600 镇安县第二中学工会
Ms.程 136*****400 灞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会
半称心 135*****397 灞河新区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东仓乐人 135*****018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芙蓉园景区管理分公司工会

wait 136*****237 国家税务总局华阴市税务局工会
JBY 133*****420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婧 180*****851 西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米家电水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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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品名称 微信昵称 联系电话 所属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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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欢欢欢欢花儿 182*****986 苏村中心卫生院工会
丽 182*****693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Duck 153*****644
西部机场集团广告传媒
（西安）有限公司工会

*衛* 130*****429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雨 135*****406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榆靖分公司工会

花开若相惜 151*****55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工会

一溪含净 180*****053
陕煤集团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热电公司工会

陈璐 138*****215 宝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LuPeng 139*****968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宝鸡车务段工会

WJ-93 133*****988 陕西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 185*****216 铜川市气象局工会
团部 181*****082 陕煤集团西安重装西煤工会

??朱女亭 152*****532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吴靖分公司工会
薄荷&柠檬 138*****881 陕煤集团渭化公司工会
隔夜茶 139*****551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侯林峰 158*****308 陕煤集团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工会
sunnyseIf 186*****215 咸阳师范学院工会
玲儿 152*****299 陕西省泾惠渠灌溉管理局工会
雪中精灵 187*****375 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
芬 152*****288 陈仓区供销联社工会

田进 136*****250 西安法士特汽车传动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深蓝 139*****576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城分公司工会

风的脚印 137*****378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张艳 134*****032 延安市气象局工会
丛茜 139*****028 陕西省公路物资供销公司工会
山谷 138*****455 陕西航空技师学院工会
西 135*****805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一分之1 177*****696 陕西省交通医院工会
周克建 139*****926 陕西省公路局工会
云中虎 139*****109 渭南市华州区文化馆工会
Only赢 152*****229 绥德县总工会
快要淹死的鱼 138*****068 陕西省泾惠渠灌溉管理局工会
小康 138*****954 西安航空学院工会
锦薇 ·莎 186*****439 曲江演艺集团豫剧团工会
汉瓦 152*****229 陕西省气象局工会
高平平 158*****253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医针 135*****496 大荔县妇幼保健院工会
玉儿 137*****581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冷暖自知 155*****017 神木市纪委监委工会

聼    説 158*****661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小米两三点晴雨伞

小米小背包

奖品名称 微信昵称 联系电话 所属工会

龍 158*****880 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工会
十八子 138*****309 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五月石榴 150*****366 南郑区市场监管局工会
七零年代 158*****856 陕西中联重科土方公司工会
满天星 135*****467 陕西群力电工有限公司工会
种豆南山 187*****564 西安市鄠邑区天桥小学工会
赵舒宁 189*****922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龙鉴 136*****688 陕西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雷振 134*****694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雨后de天空 189*****387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工会）
陕西总队

静默 133*****876 汉中市石门水库管理局工会
子炜 182*****28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工会
成涛 137*****754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春天 132*****235 咸阳师范学院工会
暗夜之虎 135*****485 陕西省交口抽渭灌溉管理局工会
Sun 138*****355 西安市置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申刘锋 139*****063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陈家山煤矿工会

幸福守望者 136*****732 西安翻译学院工会
迎客松 138*****420 澄城县农技中心工会
文质彬彬 131*****138 杨陵区教肓局工会
晓风残月 158*****392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牧紫 137*****151 灞桥区财政局工会
幸福一家人 132*****975 永寿县总工会
辉  ???? 159*****623 陕煤运销集团大秦有限公司工会
power★丁 187*****984 商洛学院工会
半支烟 189*****593 陕西省汉中公路管理局工会
风 135*****632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梦回天山 137*****039 鄠邑区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
苏 达( ̂ω  ̂) 136*****977 陕西高速集团宝天分公司工会

阳光心态 136*****516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韩城分公司工会

路～路～路 152*****824 陕煤集团渭化公司工会
微风细雨 135*****559 陕西省桃曲坡水库灌溉管理局工会
清风 159*****077 商洛学院工会
云淡风轻 182*****596 陕西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Xi Chen 137*****908 西北大学工会化材院分会工会
Wang 139*****833 陕西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温柔中的霸道丶 139*****037 陕煤集团铜川矿业公司玉华煤矿工会
余斌 180*****869 西乡县人民法院工会
蝈蝈 139*****101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工会
梦回故里 158*****222 镇巴县观音镇中心小学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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