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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博会
文旅精品亮相西安

7月 10日，“大河奔流 山东文
博会·沿黄文化产业带”系列活动
文旅精品推介会在西安举行。

推介会上，济南市文化和旅游
局为我省旅游从业者和广大游客
带来了“清泉洗心”泉水体验之旅、

“古城今生”老街民俗之旅、“大儒
广聚”文化探访之旅、“泉城夜宴”
醉美夜色之旅四大暑期特色旅游
及“好客山东”自驾 1号路、2号路
产品。这些旅游新产品、新玩法引
起参会旅行社、自驾游俱乐部极大
关注和共鸣。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山东作为
沿黄省区唯一沿海省份的龙头优
势，助推沿黄经济发展，打造黄河
文化产业带，同时助推2019第八届
山东文博会活动，山东率先发起

“大河奔流·沿黄文化产业带”文旅
之行活动。期间，将邀请河南、陕
西、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
川、青海参加 2019山东文博会，共
商沿黄文旅产业发展大计。

据介绍，第八届山东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定于 2019年 9
月 19 日—23 日在济南西部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 P④ 郑亚玲

水文一社区举办
垃圾分类宣传

7月 10日，由共青团西安市委
倡导的“参与垃圾分类 共建美丽
西安”活动走进水文一社区。活动
现场，青年志愿者们为社区居民发
放了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并以快
板、魔术、环保服装秀、趣味问答等
方式让社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了
解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社区居
民王阿姨表示，很多之前不确定怎
么分类的垃圾，通过今天的活动让
居民们了解了更多垃圾分类常识。

水文一社区主任张潆表示，9月
1日西安就要实施垃圾分类了，要早
点行动，让大家都了解，才能把垃圾
分类落到实处。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社区要起到桥梁作用，让居民
接受，把政策实行下去。P⑤

刘鸿斌 姬梦倩

7月 7日，长安大学暑期
实践小组一行 11人，由文学
艺术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黄
珞及辅导员王燕带队前往商
南县金丝峡镇白玉河口村，开
展为期一周的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以“担当时代责
任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实
践小组在村主任刘新红带领
下，经过走访实地勘察，了解
到村内种植产业虽然绿色无
污染、品质优良，却因销路不
畅客源不稳导致无法大面积
生产等实际问题。

结合所学专业特点，实践
小组成员经讨论，决定组织

“长安大学文传学院搭建电商

平台经验分享会”，就怎样搭建
电商平台、如何引进客源、提高
知名度、做好农产品宣传等几
个方面详细为村民们进行了讲
解。随后帮助村内电商负责人
建立起了电商平台，确保香菇
与金丝菊等农作物顺利上架。

参与实践活动的队员谢
文博在总结会上表示，作为戏
剧影视类专业学生，利用平常
在学校开设的摄影和剪辑课
程，在此次实践活动中给村上
拍摄了产品照片和视频。一
方面帮助村民拓宽了销售渠
道，另一方面在老师的带队指
导下，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P① 王瑾

为满足消费者对“淘货”的
愿望，今晚，西安国美 19周年
庆夜市狂欢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为消费者推荐了
以下家电产品：205立升三开门
冰箱，三温区设计，高效节能、低
噪静音，庆生价仅售 988元；长
虹1.2P变频挂机，一级能效，急

速制冷热，精确控温，庆生价仅
售1999元；长虹55英寸AloT全
域物联低蓝光全屏电视，远场语
音，声纹识别，MWMC全程防抖，
庆生价仅售4297元。

此外，还专门为学生推荐了
荣耀 20手机,8GB+256GB庆生
价仅售 2999元；惠普畅游人电

竞光影4代笔记本，i5-8300H处
理器，8G内存，1TB+128GB混合
硬盘，1050Ti4G独显，庆生价仅
售5499元。

本次活动，国美夜市还特别
推出了米面油组合套餐：福临门
稻花香米 5kg+葵花籽油 5L送
700ML+麦芯高筋雪花粉5kg，庆

生套餐价仅售208元；还有美的
厨卫三件套（烟机+灶具+热水
器），全户型增压技术，恒温不
变，庆生套餐价仅售2999元；以
及欧派橱柜简约套餐，柜体环保
板材，加厚背板/层板，格局随心
配，10种花色随心选，含五金庆
生价仅售899/平米。P③ 江波

拿到新房钥匙，就该考虑
如何装修了。但面对眼花缭
乱的效果图，却又对怎样装修
犹豫不决。即日起，本报组织
的“记者带你看样板间”公益
活动开始报名。本次活动持
续到7月30日。

报名登记后，本报将陆续
安排业主统一乘车前往长安
区郭杜南山花园小区施工工
地和样板间参观，同时将安排
优秀设计师为业主解答装修
疑惑。本期主题——极简主
义与私宅概念。

极简主义的生活态度

极简主义是一种生活态
度，更是一种生活习惯。极简
主义追求生活及艺术上极致
简约，舍弃华而不实的装饰，
保留纯粹的生活所需，是精神
生活的简化。

极简的居室设计，以黑
白灰色调为主，用鲜艳的色
彩加以点缀。极简主义的风
格是大量运用灰色，让整个
房间更沉稳简洁。其中掺杂
些许白黑，灰色的空间多了
一些稳重。简单纯粹的颜色
搭配使得室内空间不会显得
杂乱无章。当淡雅的低饱和
度色出现在大众视野之时，
大面积的灰色能使空间变得
干净纯粹，加上鲜艳的色彩
则使整个空间瞬间活跃，富
有生命的气息。

设计师及样板间简介

设计师：张祎宁
工作单位：龙发装饰
从业年限：10年
设计理念：让尊贵成为艺术
楼盘名称：南山花园
户型：三室两厅一厨一卫

户型难点分析

1.户型功能区域划分明
确，增加设计风格难度。

2.层高有限制，增加吊顶
设计难度。

3.墙体结构改造有限，增
加空间布局难度。

4.如何改动卫生间，让卫
生间布局更合理。

5.生活阳台如何利用。
报名电话：18092762008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7月

30日 本报记者 史铭

7月 10日，秦汉国际马术中心
概念方案竞赛评审会在西咸新区
秦汉新城召开。

会议宣读了竞赛评审办法，3
家设计单位分别汇报了设计方案，
专家组通过提问、点评和深入细致
的讨论研究，最终确定了竞赛名
次，并现场宣布竞赛评审结果。

专家组一致表示，此次评审会
组织规范有序、评审客观真实、结果
公平公正，取得了理想效果。通过
评审会，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了秦
汉国际马术中心概念方案，对规划
设计理念进行了提升，对方案内容
进行了优化完善，评审会对全面提
升项目规划建设水平，打造高品质
项目，助力全运会顺利举办，推动秦
汉新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国际马术中心项目依托
秦汉新城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产
业定位和区位优势，将建设以马文
化为主题的综合文化体育运动中
心，并将承办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马术、小轮车、攀岩、滑板等
比赛项目。

本报记者马骁

秦汉新城国际马术方案
竞赛评审会召开

西安国美狂欢夜市今晚开启

西安楼市新政实施以来，
西安市场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非限购区域楼市又有何
波澜？记者近日走访了西安市
周边部分区域。

在咸阳市秦都区的荣盛
锦绣观邸项目，当天并非开盘
日，但是售楼部却挤满了前来
咨询的人群。“5月15日开盘当
天，推出了470套房源，有4000
多个客户进行意向登记。由于
考虑到需求量，我们决定近期
进行加推”，该项目策划经理程

波对记者表示。

价格均未出现太大波动

地产策划人徐三刀表示，
6·20政策出台以来，部分限购
区项目出现了登记量不足现
象，但同时，部分非限购区楼盘
却出现了登记量上涨趋势，比
较明显的区域是西咸新区的沣
西新城和秦汉新城。限购升级
之后，对于非限购区域房价刺
激尚不明显，还没有出现政策
性倒逼价格调整，反倒是限购

区房价因为重重加码，出现了
多盘零涨幅。

乐居西安主编高明东表
示，6·20楼市新政执行已近一
个月，整体影响并不像新政出
台时的那样剧烈。从价格层面
来看，同片区、同品质的楼盘价
格均未出现太大波动。

各大名盘登记总数在增加

记者了解到，近期，西安
有 13个楼盘进行了线上意向
购房登记，意向登记申请家庭

总数超过了7000组，通过核验
的购房家庭比例接近80%。其
中华润置地曲江九里意向登记
申请家庭总数达到2295组，实
际通过核验的购房家庭为
1904组。此外，万科城如园、
中海曲江大城、大华曲江公园
世家意向登记申请家庭总数也
较多。从近期的购房意向登记
情况可以看出，市场购买力依
然旺盛，这种供需关系才是影
响房价的根本因素，而非新政
本身。 本报记者 罗雯雯

7月 11日，咸阳彩虹学校
教育联盟东方分校成立。咸阳
彩虹学校校长高记平、东方高
级中学校长陈宏洲出席活动，
并分别致辞。

高记平表示，咸阳彩虹学
校作为具有一定办学优势和影
响力的学校，有责任也更希望将
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学
校将以分校的开办为契机，积极
发挥优质学校示范辐射作用，完
善城乡对口支援等办学机制，将
更好的教育教学理念分享给更
多的家庭和学生。

陈宏洲表示，与咸阳彩虹
学校的携手合作，必将引领东
方分校实现跨越式发展，学校

将紧抓机遇，努力学习和借鉴
彩虹学校先进的管理理念及经
验，将学校办成社会、家长、学
生满意的好学校。

据了解，咸阳彩虹学校建
校近 40年来，秉承“为每个孩
子创造人生奠定基础”的核心
教育理念，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着力打造“平安校园、健康
校园、书香校园、绿色校园、智
慧校园、激情校园”。先后获
得“陕西省示范学校”“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先进单
位”“中国百强中学”“陕西省
文明校园”“陕西省实施素质
教育优秀学校”等多项荣誉称
号。 P② 吕雷

西安楼市购买力依然旺盛

长安大学
暑期实践走进商南

咸阳彩虹学校
教育联盟东方分校成立

“记者带你看样板间”今启动
凭户型图可免费领取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