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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白天到晚上多云转晴。最高温度
29℃，最低温度15℃。

天气
预报

近日，攀枝花市东区李先生驾驶
爱车在乡村道路上行驶过程中，因操
作不当导致车辆右前部擦挂护栏，右
前叶子板、保险杠、大灯损坏。客户
报案后，平安产险查勘员与客户沟通
后得知，出险地点距离攀枝花市城区
20 多公里，如前往现场查勘，单程 1
个小时，恰逢周末期间，道路拥堵，预
计要2小时，并且客户又着急回家，传
统车险处理流程难以满足客户需要。
在详细了解所有情况后，平安产险查
勘员向李先生推荐了”平安好车主”
APP上的“信任赔”功能，自主线上操
作，极速完成赔付，省时省力还省心。

那么，平安“信任赔”是什么，又
是如何操作呢？“信任赔”是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人、车、保
险等方面细化驾驶习惯、交通违章和
车辆维修记录、续保年限、消费信用等
多维度数据，建立算法模型，对不同的
车险客户授予不同的信任额度，用于
客户自助理赔。客户在出险后，通过

“平安好车主”APP进入“我的理赔”，

通过查看信任赔额度并咨询修理厂输
入车辆维修金额—录入事故信息—拍
摄出险照片—输入卡号赔款到账等4
个步骤即可完成理赔，操作简便易懂，
赔付迅速到账，实现极速赔付。

李先生在了解了详细操作办法
之后，先是咨询了修理厂，此次维修
费用预估为 1400 元左右，低于平安
信任赔额度 1480 元，李先生当即进
行了“信任赔”相关操作，7分钟后，修
理赔付款到账。

平安产险推出的“信任赔”功能，
通过大数据建立信用机制进行车险
赔付，不涉及现场查勘等繁琐流程，
极大地缩短了小微事故处理时间，创
新了理赔方式，为客户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提升了保险业服务水平。

（李万波）

平安车险AI升级尖刀服务“信任赔”来了
车辆出险7分钟完成赔付 赢得客户点赞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http：//www.scdongqu.gov.cn/zwgk/zzjg/
sszszqdw/qhjbhj/tzggy/2073206.shtml。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方式到建设单位咨询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相关信息，索取环境影响评价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通讯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向阳一村
联系人：朱先生 13980356337
邮 箱：492593021@qq.com
三、征求意见公众范围为：项目所在地周边受影响范

围内的人群、在本地工作的人群以及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其
他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网站提
交、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
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报公示起10个工
作日内。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攀钢钒能动分公司
江排口污水处理系统提质改造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将《攀枝花市渡
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干田路及周边地块规划调整事宜公
告如下。

一、公示地点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www.panzhihua.gov.cn）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gtj.panzhihua.gov.cn）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8楼公告栏
二、公示期限
2019年3月15日—2019年4月26日（30个工作日）

三、意见反馈渠道
在公示期间通过网上留言或邮寄、送达攀枝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规划编制科。反馈意见请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否
则不予受理。

联系地址：临江路泰坤大厦804室 邮编：617000
联 系 人：李 珂 0812-3359379

特此公告
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3月15日

关于《攀枝花市渡仁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干田路及周边地块规划调整的公示

〔2019〕3号

我市开展学校食品安全排查
本报讯（记者 彭春梅）3 月 14

日，我市组织开展学校食品安全排查，
保证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针对成都市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
全事件，我市高度重视，要求各县（区）
政府、教育系统、市场监管系统要举一
反三，防微杜渐，出重拳，采取强有力
的措施抓好食品安全工作，以零容忍
的态度、以最强硬的手段处置食品安
全事件，保证全市广大师生舌尖上的
安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天上午，副市长马晓凤率市教
育和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深入市三中、市四十中小、青芒果
幼儿园等学校和幼儿园，重点检查校
园食堂的操作间、备餐间、仓库等地的
卫生设施设备运行和相关食品安全制
度落实情况，叮嘱学校、幼儿园相关负

责人要严把食品原料采购关，做好原
料采购索证索票、公用餐饮具消毒记
录、食品留样等工作，确保校园食品安
全。

检查组指出，校园食品安全关系
到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对食品安全问题要“强监督”“零容
忍”。相关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科学
的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制度，严把
食品采购、运输储藏、烹饪配餐、餐具
消毒等各个环节，确保制度的实施和
管理的实效；各相关部门要制定具体
有效的食品安全巡查制度，保障校园
食品安全；学校作为责任主体，要主动
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硬件设施水平
和管理水平，优化学校食品从业人员
结构，加强从业人员培训等，从源头上
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携手前行 推动纸报关系行稳致远
2019年新闻纸暨印刷物资信息交流会在攀召开

本报讯（记者 周琴）3月14日，
四川省报协物资专业委员会2019年
新闻纸暨印刷物资信息交流会在我市
召开，就新形势下纸报双方如何推动
纸报关系健康发展进行交流。

省报协理事长余长久在会上表
示，在传媒格局变化形势下，纸报双方
多年来一直遵守的“立足国内，面向市
场，平等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

20字方针也要探寻不同的实现形式，
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处理好
进口纸与国产纸的关系，推动纸报关
系行稳致远。

此次会议由四川省报业协会主
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欣闻物资贸易
公司承办，攀枝花日报社协办，省内各
地市州报社领导及印刷厂代表、新闻
纸和印刷辅料供应商参会。

市交警支队

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讯（严雪华 记者 岳蕾娅）

为深入推进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
来，市交警支队秉承“心系企业、主动作
为”的服务理念，开展“进企业、送服务、保
稳定、促发展”活动。截至目前，全市交警
系统共走访民营企业81家次，召开座谈
会11场次，征求意见建议23件，解决反馈
14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9个。

据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从市公安局推出《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二十条举措》后，市交警支队派

出民警深入企业，摸底警务服务需求，
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先后设立了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5个、二手车交易市场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2个。据统计，各服务网
点每日为群众办理各类机动车、驾驶证
业务约 300 笔，核发临时号牌 100 余
张，办理机动车检测650余台次，实现
了大部分车驾管业务“就近办”。

各交警大队还积极与相关企业对
接，对需进入主城区的货运车辆，简化
手续，快速办理货车入城通行证；外地
来攀临时入城货运车辆实行电话报

备；对涉及市政服务、定期定时定车配
送的物流货车，只需提供车辆信息及
驾驶人信息在辖区大队备案；对涉及
民生的配送车辆，给予优先通行和临
时停靠的便利。今年以来，共办理货
车入城通行证 121 起，外地来攀临时
入城货运车辆电话报备46起，定期定
时定车配送的物流货车备案9起。

阳光花城 交警视界

院士（专家）工作站助力攀枝花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晏洁）我市自2009

年在全省率先启动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设工作以来，全市已建院士（专家）工
作站11家（其中省级站3家），柔性引进
5位院士、50位高层次专家及其创新团
队与我市11家企（事）业单位开展19项
重大项目合作研发、高层次人才培养及
学术交流合作，涉及钢铁冶金、钒钛资
源综合利用、机械制造、材料化工、特色
农业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效明显。

院土（专家）工作站建设坚持以需
求为导向，以项目为纽带，瞄准企业迫
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和难题，引进院
士及其专家团队，发挥他们的高端技术

优势，推动了一批科技产品成功研发，
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优
化了企业的发展战略。其中，“气基竖
炉直接还原技术”成功实现了科技转
化；“低成本高性能钛合金零部件粉末
冶金制造技术开发”“氢化钛粉末冶金
制备高性能TC4合金关键技术研究”两
项产品核心技术研发，对提升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引进转化科技成果和我市钒
钛产业链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D 打印用钛粉产
品研发，填补了我市相关领域的空白；
TA10、TC4、镍、锆及高耐蚀钛合金开
发项目合作，在高耐腐蚀钛及钛合金管

材加工工艺、制造成本控制等关键技术
问题上开展科技攻关，为企业突破技术
瓶颈提供了有力支撑。

企业科技人员直接参与由院土、专
家领衔的合作项目研发团队，建站企业
与院士专家签订人才培养协议，把企业
技术人员选派到院士、专家所在单位进
行定向或委托培养，提升了其专业技术
水平。攀枝花市中心医院院士（专家）
工作站，通过与肝胆外科专家陈孝平院
士的合作，派出多名医务人员到陈孝平
院士所在单位同济医学院学习，通过

“传、帮、带”的人才培养方式，市中心医
院肝胆外科领域医、教、研水平和医疗

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医院的核心竞
争力、品牌影响力、辐射带动力不断扩
大。2018年，各建站单位共培养博士3
人、硕士17人，正高级职称4人、副高级
职称5人，制定人才培养制度6项，培养
和引进博士、硕士 5 人，每年进行高水
平培训达40人次以上。

高端智力人才服务企业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2018 年，全市已建成工作
站签约院士、专家开展决策咨询与技
术指导 36 次，形成文字报告 13 篇，申
请专利 51 项，主持或参与制定行业标
准 8 项，3 个合作项目获得国家或省部
级奖励。

差距，就是奋起直追的动力

（上接1版）把攀枝花发展放到经济全球
化的大背景下去谋划，放到全国发展大
格局中去定位，在新一轮区域发展竞争
中抢占主动、赢得先机。

“两广”先进地区始终高举改革大
旗，领创新风气之先。特别是近年来，他
们在各项事业发展中创造了好经验、好
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前，省委对
攀枝花提出了“3+2”新定位新要求，市
委提出了“一二三五”总体工作思路，当
此之时，我们尤其要向先进学习，学习他
们敢于改革、善于改革、锐意创新、有效
创新的昂扬锐气，进一步激发敢与强者
比高低、奋勇争先闯新路的壮志豪情，努
力把我市的各项工作往实里抓、往深里
抓，抓出实绩、抓出成效。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全市上下要
从“两广”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中总结规
律性认识，“挖”出其转型发展、创新发
展、跨越发展的“方法论”，把考察学习成
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进一步
坚定信心决心，取长补短、奋起直追，化
共识为共为，化心动为行动，奋力开创攀
枝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去年全市共受理消费投诉1356件
（上接1版）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下降
109.6 万元，接待消费者咨询总量增加
2117件。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分析说，
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消费
者自主维权意识明显提高，涉及面急剧
拓展；二是小额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和诉
调程序信息化程度有所提高，数据归集
更加全面详实；三是随着消费环境的不
断改善，大金额消费侵权纠纷明显减少。

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指数报告指
出，我市康养产业消费满意度总体情况
稳中有升，发展态势良好；康养产业发展
结构趋于均衡和优化；康养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正在将一部分潜力转化为实
力。交通出行、医疗卫生等，成为制约康
养产业满意度提升的瓶颈。

新闻发布会还发布了消费维权十大
案例和全市“保健”市场、药品、食品、质
量安全、市场秩序等专项执法开展情况。

3月12日，我国第41个全民义务植树节。当天，来
自市级部门、攀枝花学院、攀枝花农林科学院、长江造林
局及盐边县相关部门、红格镇等500余人，在红格镇癞

山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栽植鸡蛋花、地涌金莲等树种近
5000株。图为植树现场。

（本报记者 梁芝羽 摄）

栽种苗木5000株 红格癞山添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