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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报举办的户型解析会暨家装团购活
动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期，每期都会带业主们
前往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并邀请资深设计师，
为业主们提供免费的户型咨询服务，户型改
造、家居功能、设计搭配等方面，也会给大家
实用性的建议，因此，活动得到了广大业主们
极高的参与热情。

本周末，本报记者将继续组织大家前往
峰光无限装饰、今朝装饰，看工艺、设计、材
料，现场将安排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服务，
解你所想、答你所问，把装修变成一个简单
的事，现场定装修还可享受三秦团购价。

此外，9月16日14时，龙发装饰将在西安
皇城豪门酒店二楼举办“金秋第一惠”活动，百

套欧标样板间限时抢定，定金礼、签单礼、升级
礼，三重豪礼让你最高立省48%，还有砸金蛋
活动，一等奖2000元铺砖基金，二等奖海尔双
开门冰箱，三等奖海尔全自动洗衣机。凡是通
过本报报名定装修的业主，还有额外的大礼。

报名电话：15829737771
本报记者刘姝

项目 半包/基础装修 全包/套餐模式 整装/拎包入住 

省钱指数 ★★★★ ★★★ ★★ 

省事指数 ★★ ★★★ ★★★★ 

装修效果 ★★★ ★★★★ ★★★★★ 

售后服务 ★★★★ ★★★★ ★★★★ 

性价比 ★★★★ ★★★ ★★ 

模式定义 一般来说就是基础装

修，业主负责购买主

材料，装修公司提供

设计、基础装修材料、

工人施工。 

也可以说是硬装，装

修公司提供基础装修

材料、主材、设计、

施工工人，业主需要

购买家电、家具。 

整装业主可以带好生

活用品拎包入住，整

装公司是从全房设计

到家具、家电一站式

全程服务。 

适合人群 有装修经验或者对装

修材料比较了解，一

般都是装修第二套房

子的业主选择较多，

其次，业主需要有充

裕空闲时间，并且预

算比较少。业主后期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购材料，自己的装修

自己做主。 

对装修略懂，有空闲

时间但不是很充裕，

预算一般的业主。目

前市场中全包套餐公

司较多。前些年这种

模式更是装修公司中

主流趋势，几百元一

平方米计算价格，低

中高分不同套餐，让

业主有更多选择。 

对装修不懂，没有装

修经验的业主，自己

无暇顾及装修事宜，

预算比较多，对装修

效果又有较高要求。

目前装修公司逐渐向

整装模式靠拢，这种

模式也颇受年轻一族

所青睐，装修后即可

拎包入住，省事。 

�

装修看明白装修看明白
半包全包整装咋区别半包全包整装咋区别

装修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气温。夏天热，装修工人疲

倦，施工质量也会下降；冬天寒冷干燥，也不适合装修，

粉刷油漆、铺贴瓷砖等都会受到影响。九月秋高气爽，

这样的天气装修好处颇多。刚拿到新房你准备怎么

装？是选择半包、全包还是整装？哪种装修模式更适合

自己呢？

三种装修模式PK,以下这幅图大家可以做一参考

本周末选靠谱的装修公司

目前在家装市场上存在的几种装修方
式主要是半包，全包和整装，哪种模式最好，
许多业主在装修时都会出现一个疑虑，到底
选哪个合适？

龙发装饰副总经理葛亮说：“半包、全包、
整装只有根据实际选择合适自己的模式。如
果懂材料对设计要求较高、时间充裕，或有靠
谱的设计师朋友，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装修；如
果没时间，就可以选择整装或全包。半包的
优势就是客户可以自主选择主材。全包服
务，业主可以到建材商城去购买，设计师帮砍
价让业主更省钱。”

峰光无限装饰三公司总经理王江表示：
其实各有优劣之处，如今生活节奏紧凑，很多
人选择全包和整装这两种省时省心的方法。
一般业主定装修要给装修公司缴纳60%首付
款，最低也要缴纳40%，所以业主在选择装修
公司的过程中，首先要看这个公司的资质与实
力，一旦出现问题，业主损失不好维权。先装
修后付款，就是让业主有主动权。”

西京医院举行
儿童身高筛查义诊

1.37米的身材、稚嫩的娃娃脸、小小
的手脚……如果不主动介绍，没有人能看
出来王星已经是个21岁的成年人了。

王星来自宁夏固原一个普通的农村
家庭，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四处求
医，钱花了不少，但一直没有效果。7年前
家人带着14岁的王星来到西京医院，当
时王星的身高只有116厘米。通过检查，
成胜权医生确诊王星是生长激素缺乏症，
也就是垂体性侏儒症（袖珍人）患者，骨龄
只有8岁左右，生长潜力还很大。

据成胜权介绍，身高是由遗传、营养、环
境、疾病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遗传因素只占
70%左右，孩子的身高还受到营养、运动、睡
眠、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此外，如孩子患
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等内分泌疾
病，身高会完全偏离遗传因素的影响。作为
家长，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身高发育状况，
发现身高不够及早到医院进行检查和干
预。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所谓宣传的增高保
健品或者使用所谓的增高器械。

为了使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目前的生
长情况，西京医院儿科于 9月 15日 9:
00-12:00为广大儿童进行身高筛查及义
诊活动，有身高困扰的家长可带孩子前去
咨询。 本报记者 王梅

中国黄河旅游大会
在青海贵德举行

9月12日，以“同饮黄河水·共铸黄河
游”为主题的2018中国黄河旅游大会在
贵德举行。

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与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贵德县
人民政府、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承办。
大会形象大使李郁激情推荐了“中国黄河
之旅”，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
主任、首席专家刘志明用权威数据与专业
分析，首度发布了《2018中国黄河旅游发
展指数报告》，通过黄河旅游的传播情况、
黄河品质旅游发展指数等解读，让所有人
更加清楚地了解了黄河，了解了黄河旅游
的发展现状，明晰了产业、产品、市场与营
销的发展思路。

此外，由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西
北旅游文化研究院联合沿黄九省区广播
电台旅游推广联盟、西北旅游融媒体发起
的“中国黄河50景”大型网络评选活动，
也在大会现场正式揭晓了评选结果，并对
最终入围的“中国黄河50景”代表景区进
行了授牌。 本报记者 马秀红

易地搬迁给洋县群众
带来幸福生活

近年来，洋县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
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和乡村振兴重大
民生工程，突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
合、搬得出和稳得住相结合，统筹时序、统
一调度，严把规划选址、工程建设、资金使
用等关键环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快速有
序推进。今年，该县11个安置点的建房
工程已全部完成，小配套工程即将全面竣
工，已分房入住1271户。工作中，围绕打
造并有序推进精品集中安置社区和产业
配套园区“双示范”体系创建工作，该县出
台了《关于建设移民（脱贫）搬迁“双示范”
体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按照“社区规
划建设好、搬迁政策执行好、公共服务配
套好、社区建设管理好、搬迁群众就业好、
搬迁群众入住率高、搬迁群众满意度高”
的“五好两高”标准，建成了磨子桥移民新
区、李家村移民新区、洋州办贯溪村等省、
市、县三级“双示范”安置点6个。

在此基础上，按照“一点一策、一户一
法”的工作思路，该县大力建设产业园区，积
极引进企业扩展移民群众的就业致富渠
道。目前，全县减贫计划涉及1840户6466
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实际入住890户
3415人，主体竣工950户3051人，竣工率达
100%，9月底前可全部入住。P①

吴昌永张恤民

9月 12日晚，由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的“英国千人游陕西暨仿唐入城仪
式盛典”在西安南门隆重举行。先期来到
陕西旅游的 500余名英国游客及陕西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陈梦榆，英国Wendy
Wu Tours 公司董事长吴渝、Wendy Wu
Tours 集团CEO Joe Karbo、共同体验《梦长

安—大唐迎宾盛礼》，并观看了《逐梦丝
路》文艺演出。

陈梦榆在欢迎致辞中表示：“古城西
安迎来了英国的朋友们，我们用现代科技
手段，还原千年前盛唐时期迎宾的最高级
别仪式，希望宾客们能从中体验到中华传
统文化、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希望通过

我们的欢迎仪式，让大家感受到真实的陕
西、热情的陕西。在这里深入了解，爱上
陕西、爱上中国。”

英国Wendy Wu Tours公司董事长吴渝
在致辞中表示：“来到陕西，来到古长安，来
到古老美丽的城墙。希望你们能对中国、对
陕西、对西安和古城墙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这是一份陕西省旅发委送给各位来宾的最
好礼物，希望你们会对即将看到的一切难以
忘怀。”

作为“中欧旅游年”系列旅游推广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用仿唐迎宾仪式为系
列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用独特壮
丽的自然风光、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让远道
而来的英国宾客感受中华文化，进一步为两
国之间加强旅游文化交流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航空、高铁与公路、地铁等
交通无缝衔接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日渐成形，
陕西向着“国际运输走廊”和“国际航空枢
纽”的目标不断推进，作为陕西新兴产业中
支柱产业的旅游业，也不断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系列活动，创新拓宽对外宣传平台
加强陕西旅游对外合作力度，持续构建陕西
国际旅游枢纽新平台。

本报记者马秀红
实习生黄师蕊

千名英国宾客感受仿唐入城式

装修根据实际只选对的

本周末本报户型解析会给你答案

英国宾客观看仿唐迎宾仪式——《宾至盛唐》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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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报举办的户型解析会暨家装团购活
动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期，每期都会带业主们
前往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并邀请资深设计师，
为业主们提供免费的户型咨询服务，户型改
造、家居功能、设计搭配等方面，也会给大家
实用性的建议，因此，活动得到了广大业主们
极高的参与热情。

本周末，本报记者将继续组织大家前往
峰光无限装饰、今朝装饰，看工艺、设计、材
料，现场将安排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服务，
解你所想、答你所问，把装修变成一个简单
的事，现场定装修还可享受三秦团购价。

此外，9月16日14时，龙发装饰将在西安
皇城豪门酒店二楼举办“金秋第一惠”活动，百

套欧标样板间限时抢定，定金礼、签单礼、升级
礼，三重豪礼让你最高立省48%，还有砸金蛋
活动，一等奖2000元铺砖基金，二等奖海尔双
开门冰箱，三等奖海尔全自动洗衣机。凡是通
过本报报名定装修的业主，还有额外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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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气温。夏天热，装修工人疲

倦，施工质量也会下降；冬天寒冷干燥，也不适合装修，

粉刷油漆、铺贴瓷砖等都会受到影响。九月秋高气爽，

这样的天气装修好处颇多。刚拿到新房你准备怎么

装？是选择半包、全包还是整装？哪种装修模式更适合

自己呢？

三种装修模式PK,以下这幅图大家可以做一参考

本周末选靠谱的装修公司

目前在家装市场上存在的几种装修方
式主要是半包，全包和整装，哪种模式最好，
许多业主在装修时都会出现一个疑虑，到底
选哪个合适？

龙发装饰副总经理葛亮说：“半包、全包、
整装只有根据实际选择合适自己的模式。如
果懂材料对设计要求较高、时间充裕，或有靠
谱的设计师朋友，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装修；如
果没时间，就可以选择整装或全包。半包的
优势就是客户可以自主选择主材。全包服
务，业主可以到建材商城去购买，设计师帮砍
价让业主更省钱。”

峰光无限装饰三公司总经理王江表示：
其实各有优劣之处，如今生活节奏紧凑，很多
人选择全包和整装这两种省时省心的方法。
一般业主定装修要给装修公司缴纳60%首付
款，最低也要缴纳40%，所以业主在选择装修
公司的过程中，首先要看这个公司的资质与实
力，一旦出现问题，业主损失不好维权。先装
修后付款，就是让业主有主动权。”

西京医院举行
儿童身高筛查义诊

1.37米的身材、稚嫩的娃娃脸、小小
的手脚……如果不主动介绍，没有人能看
出来王星已经是个21岁的成年人了。

王星来自宁夏固原一个普通的农村
家庭，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四处求
医，钱花了不少，但一直没有效果。7年前
家人带着14岁的王星来到西京医院，当
时王星的身高只有116厘米。通过检查，
成胜权医生确诊王星是生长激素缺乏症，
也就是垂体性侏儒症（袖珍人）患者，骨龄
只有8岁左右，生长潜力还很大。

据成胜权介绍，身高是由遗传、营养、环
境、疾病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遗传因素只占
70%左右，孩子的身高还受到营养、运动、睡
眠、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此外，如孩子患
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等内分泌疾
病，身高会完全偏离遗传因素的影响。作为
家长，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身高发育状况，
发现身高不够及早到医院进行检查和干
预。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所谓宣传的增高保
健品或者使用所谓的增高器械。

为了使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目前的生
长情况，西京医院儿科于 9月 15日 9:
00-12:00为广大儿童进行身高筛查及义
诊活动，有身高困扰的家长可带孩子前去
咨询。 本报记者 王梅

中国黄河旅游大会
在青海贵德举行

9月12日，以“同饮黄河水·共铸黄河
游”为主题的2018中国黄河旅游大会在
贵德举行。

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与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贵德县
人民政府、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承办。
大会形象大使李郁激情推荐了“中国黄河
之旅”，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查实验室
主任、首席专家刘志明用权威数据与专业
分析，首度发布了《2018中国黄河旅游发
展指数报告》，通过黄河旅游的传播情况、
黄河品质旅游发展指数等解读，让所有人
更加清楚地了解了黄河，了解了黄河旅游
的发展现状，明晰了产业、产品、市场与营
销的发展思路。

此外，由西北旅游协作区秘书处、西
北旅游文化研究院联合沿黄九省区广播
电台旅游推广联盟、西北旅游融媒体发起
的“中国黄河50景”大型网络评选活动，
也在大会现场正式揭晓了评选结果，并对
最终入围的“中国黄河50景”代表景区进
行了授牌。 本报记者 马秀红

易地搬迁给洋县群众
带来幸福生活

近年来，洋县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
为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和乡村振兴重大
民生工程，突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
合、搬得出和稳得住相结合，统筹时序、统
一调度，严把规划选址、工程建设、资金使
用等关键环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快速有
序推进。今年，该县11个安置点的建房
工程已全部完成，小配套工程即将全面竣
工，已分房入住1271户。工作中，围绕打
造并有序推进精品集中安置社区和产业
配套园区“双示范”体系创建工作，该县出
台了《关于建设移民（脱贫）搬迁“双示范”
体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按照“社区规
划建设好、搬迁政策执行好、公共服务配
套好、社区建设管理好、搬迁群众就业好、
搬迁群众入住率高、搬迁群众满意度高”
的“五好两高”标准，建成了磨子桥移民新
区、李家村移民新区、洋州办贯溪村等省、
市、县三级“双示范”安置点6个。

在此基础上，按照“一点一策、一户一
法”的工作思路，该县大力建设产业园区，积
极引进企业扩展移民群众的就业致富渠
道。目前，全县减贫计划涉及1840户6466
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实际入住890户
3415人，主体竣工950户3051人，竣工率达
100%，9月底前可全部入住。P①

吴昌永张恤民

9月 12日晚，由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的“英国千人游陕西暨仿唐入城仪
式盛典”在西安南门隆重举行。先期来到
陕西旅游的 500余名英国游客及陕西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陈梦榆，英国Wendy
Wu Tours 公司董事长吴渝、Wendy Wu
Tours 集团CEO Joe Karbo、共同体验《梦长

安—大唐迎宾盛礼》，并观看了《逐梦丝
路》文艺演出。

陈梦榆在欢迎致辞中表示：“古城西
安迎来了英国的朋友们，我们用现代科技
手段，还原千年前盛唐时期迎宾的最高级
别仪式，希望宾客们能从中体验到中华传
统文化、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希望通过

我们的欢迎仪式，让大家感受到真实的陕
西、热情的陕西。在这里深入了解，爱上
陕西、爱上中国。”

英国Wendy Wu Tours公司董事长吴渝
在致辞中表示：“来到陕西，来到古长安，来
到古老美丽的城墙。希望你们能对中国、对
陕西、对西安和古城墙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这是一份陕西省旅发委送给各位来宾的最
好礼物，希望你们会对即将看到的一切难以
忘怀。”

作为“中欧旅游年”系列旅游推广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用仿唐迎宾仪式为系
列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用独特壮
丽的自然风光、底蕴深厚的文化积淀让远道
而来的英国宾客感受中华文化，进一步为两
国之间加强旅游文化交流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航空、高铁与公路、地铁等
交通无缝衔接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日渐成形，
陕西向着“国际运输走廊”和“国际航空枢
纽”的目标不断推进，作为陕西新兴产业中
支柱产业的旅游业，也不断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系列活动，创新拓宽对外宣传平台
加强陕西旅游对外合作力度，持续构建陕西
国际旅游枢纽新平台。

本报记者马秀红
实习生黄师蕊

千名英国宾客感受仿唐入城式

装修根据实际只选对的

本周末本报户型解析会给你答案

英国宾客观看仿唐迎宾仪式——《宾至盛唐》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