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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倪珉）7月25日，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邓翔
远带队，该局矿管科、执法监督科等相关科室人员组成督查组，采
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市中区、井研县开展自然资源领域安全
生产大检查暨“打非治违”执法检查专项工作督查。

督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四川和邦盐矿有限公司马踏盐矿等4
家矿山企业进行实地督查，查阅安全生产相关资料、查看矿区安
全措施。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督查组强调，一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矿山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完善安全制度，强化安全生产措施；二要认真开展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做好科学评估安全风险，建立完善的
隐患排查整改台账，切实做到心中有数，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三要依法依规开采，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节约和利用好矿
产资源。

市自然资源局深入矿企“打非治违”

本报讯（记者 倪珉）7月27日，市自然资
源局组织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〇三
地质队相关专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
则，对沙湾区相关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开展实地核查。

实地核查组对照矿业权人填报公示的矿
产资源勘查开采年度信息表内容逐项进行核
查，踏勘矿山开采区，如实填写核查意见表。

据了解，今年四川省自然资源厅随机摇号
确定我市应组织实施实地核查矿业权12宗，
核查工作预计于8月底前全面完成。通过实
地核查工作，促进了矿业权人依法探矿、采矿
的法律意识，维护了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同
时有效掌握了矿业权人开发利用现状和勘查
项目进展情况，进一步加强合理开发利用矿产
资源的监管力度。

同步播报>>>

市自然资源局实地核查矿业权人信息

在家庭、社区和城市的关
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下，大家也
开始对物业服务功能进行探
索与思考：如何让物业服务在
更大的城市空间中发挥力量，
实现物业在社会价值方面长
远的规划？

邦泰物业，就以公益为载
体，透过整合资源来打破家与
社区服务的界限，提出“邦爱
同行”三大公益计划——邦乐
生活、邦筑社区、邦暖城市，从
儿童到长者全生命周期、从社
区到城市多维切面，具体、细
致地探索物业服务的更多可
能性，为邦泰式品位生活带来
更广阔的承载空间。

邦
泰
物
业

﹃
邦
爱
同
行
﹄
美
好
出
发

邦泰物业一直致力于从多方面关注儿童成
长，不论是邦泰物业四大幸福计划之一的“蒲公
英计划”，为小业主定制园区趣味成长体验营；
还是助力“全国儿童食品安全与健康守护行
动”，共同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食”光；或是多次
在社区落地儿童主题类活动，如：“跳蚤市场”系
列活动，让家中闲置物流动起来，培养儿童环保
意识……邦泰物业通过一次次爱心行动、公益
善举，凝聚每一份助力，守护起儿童健康成长的
天地，护航孩子茁壮成长。

邦泰物业除了以四大幸福计划之一——
“长者计划”，打造特色夕阳服务，关怀老年业主

身心健康；此外，为老年业主举办“金婚典礼”特
别惊喜服务；不定期在社区开展义诊、义剪等免
费服务，上门关爱空巢老人，提供免费清洁、检
查、维修等服务，更是邦泰物业坚持多年的爱心
行动；通过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丰富社区文化活
动的社区嘉年华，以及汇生活邦里节、邻里节等
丰富多样的社群活动，全方位提升居住幸福感；
也在多城、多地、多次开展走访敬老院等公益，
守护城市中需要关怀的老人……邦泰物业通过
多一点贴心服务，多一点人文关怀，多一点实际
行动，助力更多长者乐享晚年，让业主享受全生
命周期陪伴的物业服务。

记者了解到，邦泰物业在对日常物业服务
不断优化的同时，也将服务的视角与行动落实
到居住环境提升、人文社区打造等各个方面。
依托“邦管家服务体系”四大物业端口，邦泰物
业除了保障社区正常运营，更为社区提供“社区
焕新”增值服务，让业主感受常住常新的邦泰式
社区；在社区开展“废品置换”“垃圾分类”等环
保行动，推动“世界无烟日——以烟换糖”“文明
养宠”等绿色、文明倡导……引导业主共同创造
清新、健康的社区生活环境。

本着对睦邻关系的再思考，对未来社区功
能的新定义，邦泰物业希望建立起业主与业主

之间、居民与社区之间更紧密的纽带。邦泰物
业以创新型公益形式，结合自身所具备的社区
实践经验，联合当地政府及公益组织，在德阳、
自贡等地落地了“邦暖社区”项目，通过推动社
区生活共同体的建设，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
平。同时，也让公益走进社区视野，为热衷公益
的人们提供参与公益的平台，为社区共建搭建
起了一座充满爱的桥梁。

邦泰物业携手业主同心共赴，在帮助社区
提升生活品质、重温邻里温度的同时，开展多项
公益活动，将社区打造成爱心公益阵地，并最终
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幸福感、获得感。

无论是站在社区抗疫一线，保障业主安全
出入、为业主免费派发口罩、提供代送快递、代
买蔬菜水果、免费理发等服务；还是夏季汛期，
积极响应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日常消防培训，
应急演练……邦泰物业都竭尽所能，守护业主
安全。这些物业服务中不平凡的岁月，也必将
成为邦泰物业发展历程中值得铭刻的记忆。

不仅是社区，在思考物业服务的更多功能
时，邦泰物业也将公益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空
间。邦泰物业公益行，走上城市街头，“以春茶，
致春风”万杯春茶活动致敬雷锋精神；在炎炎夏

日为城市一线工作者送上清凉饮品……在社区
服务空间外，邦泰物业一次次切切实实的行动，
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实现“砥砺同行，共创共赢”的发展战略，在
“敬业、乐业、精业”的企业精神的支撑下，邦泰物业
始终把人才作为公司发展的战略资源。邦泰物业
与四川农业大学（雅安校区）、乐山师范学院、成都
航空技术职业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持续开展校企合作，以创新方式实现更多样的产
教融合，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和双赢发展。

采访手记——
从业主家人，到社区居民，再到城市群体，

邦泰物业的公益之路，是一场对物业服务价值
实现动能转换的实践，实现了将物业服务延伸
到社区、城市，共建了更和谐、有爱、温暖的社会

生态。未来，邦泰物业将持续探索公益形式的
创新发展，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参与公益，也将更
积极地参与到社会资源跨界之中，践行一个企
业的社会责任，持续创造物业服务的社会价值，
为城市的美好发展不断注入新能量。

记者 倪珉

邦泰物业“蒲公英计划”邦泰物业供图

“邦”乐生活 为业主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邦”筑社区 用公益筑起居民间的温暖桥梁

“邦”暖城市 让物业服务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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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家各种促销手段的增加，
消费纠纷案件也不断增多。因此七
夕虽浪漫，但也要警惕“甜蜜陷阱”。

市民通过网络、电话预订礼物
时，对于品种、数量、送货时间、地
点、价格等信息一定要约定清楚，且

保留有效证据，如出现纠纷方有据
可循；预订情侣套餐及其他娱乐项
目时，首先要选择口碑好、正规的商
家，其次确认使用时限、限用人数等
细则，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为避免受到促销误导、冲动购

物，消费者最好提前查看价格进行
比对，防止价格猫腻。如果遭遇到
纠纷，消费者应保留好与商家的聊
天记录、促销页面信息等消费证据，
并在第一时间与卖家或电商平台联
系，积极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相关链接>>>

消费提醒：浪漫七夕 消费需理性

记者发现，早在半个月前，包括
天猫、京东、苏宁等各大电商陆续启
动了七夕促销模式。记者在多家线
上购物平台搜索“七夕礼物”，数万
件商品映入眼帘，化妆品、潮流玩
具、化妆品等品类繁多。

有线上卖家告诉记者，今年七
夕节是8月4日，对于电商来说，情
侣间送礼、学生开学前的物品购置
都是不可错过的商机。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为了

能抢占七夕节市场，电商们可谓绞尽
脑汁。以某服饰品牌线上旗舰店为
例，近期就推出了超级品牌日活动，
每满600元减150元、提前加购优
惠、无门槛通用优惠券、叠加券等福
利，为七夕促销做足了充足准备。

此外，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注
意到，在今年七夕礼遇季期间，平台
将为消费者带来包括大牌美妆、服
饰珠宝、奢品钟表、品质居家、运动
户外等个品类的品牌爆款、新品礼

盒等，以及七夕好礼特色直播间等
多个消费互动活动。

不难看出，如今七夕节等传统
节日俨然成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
关键节点。“越来越多传统节日的文
化与理念正日益受到年轻消费者认
同与追捧，今年七夕节消费市场也
迎来了新高峰期。”有业内人士表
示，随着消费升级的浪潮持续推进，
节日消费对拉动消费增长有着重要
的作用。

线上狂欢 多种促销模式刺激消费

日前记者走访发现，乐山中心
城区不少花店、蛋糕店等已提前打
出浪漫牌，为节日预热。五颜六色
的鲜花已经摆满了屋里。有鲜花店
老板告诉记者：“一周前订单就开始
增多，玫瑰和满天星是目前最受欢
迎的花束，因为七夕是中国情人节，
玫瑰象征着爱情，大多数人都会买
玫瑰。”

不仅鲜花是七夕送礼首选，美
味高颜值的蛋糕也能俘获一大波少
女心，成为这个甜蜜节日里的畅销
货。记者走访发现，许多蛋糕店推
出了鲜花系列蛋糕和特制蛋糕，受
到顾客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安全防护，
无论是花店还是蛋糕店，很多商家
会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进行无接
触式配送，这样既能准时送到买家
手里，又可以减少接触，安全放心。

再将视线转向商圈，连日来，记
者在城区世豪、万达等商圈看到，随
处可见“七夕特惠”“有礼相遇”“为
爱而来”等宣传标语。同时，“优惠、
打折、赠送、抽奖、积分返利”等各种
促销方式花样翻新，商家们都试图
从这个逐步升温的传统节日中分一
杯羹。

此外，金店这几天也是忙着进
行七夕活动宣传。“为了迎接七夕的

到来，市民前来购买黄金不仅在价
格上有所优惠，而且我们还特地推
出了爱情专款饰品。”据某黄金品牌
销售人员介绍，“项链、戒圈最受欢
迎，价位在800元至5000元的产品
卖得最好。”

在节日氛围的烘托下，城区不
少餐厅推出的七夕特惠情侣套餐
也颇受顾客青睐。某餐厅经营者
表示，每年七夕，餐厅都会出现客
流小高峰，今年该餐厅推出提前预
订七夕特惠餐可预留座位、赠送礼
品的活动。“情侣套餐的价格在150
元—400 元范围内不等。”该负责
人介绍。

实体商家“甜蜜经济”渐升温

七夕将至
甜蜜商机激发消费活力

作为中国特有的“情人节”，七夕节正成为年轻人制造浪漫、表达爱意的重要节日。随着七夕节
即将到来，众多商家也瞄准节日商机，努力营造购物氛围，进一步调动市民的消费热情。连日来，乐
山中心城区各大商圈相关活动热度攀升，同时各大电商平台早在半个月前也开启了促销大战。

商家瞄准商机打折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