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本报联合《解放日报》
《广州日报》《北京晚报》《深圳
特区报》等国内 30家主流媒体
共同发起的 2019年度中国地
产荣誉榜（陕西区）评选活动今
日起正式启动。本报将再度携
手全国主流媒体，共同树立中
国地产品牌口碑榜。

15年权威发布
传递正能量

由《三秦都市报》等全国30
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中国
主流媒体房地产宣传联盟”自
2004年起，已连续 15年成功举
办“中国地产荣誉榜”联合推
介活动。该项活动向社会推
介展示了各地区极具影响力
的责任房企、典范社区、优质
楼盘以及业界优秀企业家。

凭借 15 年在业界的公信力，
“中国地产荣誉榜”已经成为
国内房地产行业最具公信力
及权威性的评选之一。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
顾云昌表示，国内几乎没有哪
个单纯的行业及媒体能够像

“中国主流媒体房地产宣传联
盟”这样，15年来坚持向社会推
介展示各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企
业、典范社区和房地产界的优
秀企业家，这也极大地反映出
媒体联盟的凝聚力、公信力。

7大重量级奖项
记录城市发展印记

按照今年媒体联盟活动
的统一安排，本届大国城变·
小城安康——“致敬新时代·
共享新境界”2019年度中国地

产荣誉榜陕西区评选活动，设
置 7大奖项，包括：“致敬新时
代·共享新境界——2019中国
宜居幸福社区”“致敬新时代·
共享新境界——2019 中国美
好生活典范楼盘”“致敬新时
代·共享新境界——2019中国
标杆文旅地产”“致敬新时代·
共享新境界——2019中国城市
新地标”“致敬新时代·共享新
境界——2019中国值得尊敬的
地产品牌企业”“致敬新时代·
共享新境界——2019中国最具
社会责任感房地产企业”。此
外，活动针对为新中国建设作
出卓越贡献的房地产从业人
员，还特别设置了“致敬新时
代·共享新境界——2019中国
房地产企业家奋斗榜样”奖项，
为在新征程上努力的奋斗者书

写辉煌新篇章。

30家主流媒体
让实力房企走向全国

本报作为“中国主流媒体
房地产宣传联盟”在陕西地区
唯一成员单位，继续独家承办

“2019年度中国地产荣誉榜”陕
西地区的征选和推介工作。此
次活动，在陕涉及房地产开发
与建设企业、单位、项目、从业
者均可报名参评。本报将严
格根据评选规定甄选，评选榜
单将于 12月下旬发布。同时，
本报将启动全媒体平台，全方
位、多角度报道和展示本次推
介活动。 本报记者胡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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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阳举办生态文明
思想专题报告会

11月7日，由合阳县委、县政府主
办的“古莘大讲堂·生态文明思想专题
报告会”在县委党校举行，会议旨在让
全县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报告会邀请了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重点污染处处长卢彦涛作了专题培训，
为全县党员领导干部呈现了一堂生动
的环保公开课。同时，围绕“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结合当前生态环保形势，就
如何提高政治站位、建立部门联动、狠
抓队伍建设、做好污染防治等方面讲述
了基层环保工作应该抓什么、怎么抓，
进一步增强了与会人员做好生态环保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来自全县各乡镇（街）、各部门的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及县环保系统共计
500余人聆听了报告。

雷军红 本报记者马秀红

近日，陕煤建设物资公司深入社区
开展了一场普及安全知识咨询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安全知识咨询
台，针对居民提出的安全问题进行详细
解答，并针对社区居民生活的用电安
全、交通安全和消防知识进行了宣传普
及。现场不断有居民在咨询区进行安
全咨询，认真学习宣传资料。

安全咨询台进驻社区，以面对面、
一对一的形式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解
疑释惑，体现了陕煤建设公司对安全文
化宣传的高度重视。通过此次活动，提
升了公司安全人员的宣传水平，增强了
社区居民的安全知识，营造了良好的学
习氛围，也给社区居民再次敲响了安全
意识的警钟，让大家时刻关注安全、时
刻重视安全，让“安全伴我行”牢记在每
位群众的心中。P②

李国强 王瑾

陕煤建设物资公司
安全咨询台进社区

11月 6日，中海地产旗下
曲江大城项目开始新品面市加
推，在售产品建筑面积在 95至
241平方米之间。

中海·曲江大城项目位于
西安曲江雁翔路国家级文化
产业聚集区，毗邻西安首个复
合型空中花园创意街区——
曲江创意谷。项目周边有万
亩杜陵遗址生态公园、曲江青
年森林公园等多处城市景观
资源配套。凭借优越的地理
位置，中海·曲江大城项目立
意打造一个至善至美的温馨
社区，进而给业主带来更加丰
富的生活体验。

据了解，该项目周边拥有
杜陵遗址生态公园、曲江青年
森林公园、曲江植物园、曲江
文化运动公园等自然景观资

源，业主们可以畅享绿色生态
生活环境；项目还毗邻西康高
速等交通要塞，并且通过“两
纵四横”交通路网，业主可实
现快捷进入西安主城区，以及
浐灞生态区。同时，项目周边
还有正荣·彩虹谷、曲江创意
谷两大城市综合商业体，业主
可以近距离享受繁华商圈带
来的便利生活。此外，项目周
边还有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西
安航天总医院、康桥学校西安
曲江校区等优质医疗，教育资
源环伺，可以满足业主就医、
上学需求。

中海·曲江大城项目以匠
心筑造城市舒居样本，以品质
致敬一座城的信赖。除了本
身的地段、配套、景观等优势
之外，项目户型产品力也是一

大亮点。据悉，该项目在凝练
中海地产 40年筑家智慧的基
础上，实现了全产品系优装。
在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性
化空间设计，比如根据地理、
地势、日照、风向等因素进行
科学设计规划，从卫浴、墙地、

采暖、电气、安防、厨房、收纳、
吊顶等 8大系统入手，努力做
到每一处细节都是“优装”。
并且，在建设过程中，项目还
会邀请业主和第三方专业机
构进行测评，确保产品质量过
硬。H① 杨 琪

中海·曲江大城项目新品加推面市

项目实景图

本报“2019家居家装行业不
满意度调查”活动自11月2日正
式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极
大关注和家装生产、销售企业的
高度重视。不到一周的时间，
已收到调查问卷 300余件，同
时不断接到读者和家装企业的
咨询电话。许多读者表示，三
秦都市报社举办的这项调查活
动，真正代表了消费者的心声，
同时也让信赖品牌得到展示，
让不良商家在此曝光，这对营
造健康、和谐的消费环境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消费遇陷阱
欢迎来吐槽

本次调查结果将于11月底
面向社会公布，以便广大消费者

对购买的家居品牌产品以及选
择的家装公司心中有数。

同时，本报将广泛听取消费
者的意见和呼声，重视广大读者
的诉求。欢迎大家对于家居品
牌和家装企业的产品品质问题、
销售欺诈行为、售后服务等问题
进行反映。如果您遇到家居家
装消费陷阱，欢迎来吐槽。本报
将把您反映的问题及时反馈给
相关监管部门，并进行跟踪报
道。与此同时，本报将开通消费
纠纷绿色通道，快速解决消费纠
纷，为消费者保障切身利益。

第十五届家居行业
总评榜同步启动

即日起，三秦都市报、三秦
网等平台在进行家居家装不满

意调查活动时，也同步启动《第
十五届家居行业总评榜》评选活
动。涉及的家居行业有：陶瓷、
洁具、寝具、家具、涂料等11项小
分类以及家装行业，通过读者、
网友的投票方式，综合不满意反
馈情况进行评选，让大家对行业

企业品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该项活动已经举办了14届，在行
业一度引起极大反响及消费者
好评。《第十五届家居行业总评
榜》活动将于 2019年 12月底公
布榜单。

本报记者刘姝

“2019家居家装行业不满意度调查”持续进行中

装修遇到烦心事欢迎来吐槽

调查问卷邮寄至：西安市碑林区

环城南路东段 1号三秦都市报社建材

建筑事业部。

邮箱：867346381@qq.com
咨询热线：029—82267103

13909188597
18092762008
1582973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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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双十一”
打造购物新体验

今年“双十一”活动期间，国美开启
了“红包满天飞，十亿任性花”，打造以
单一红包为主的促销活动,并且实现红
包跨品类、全渠道的使用,降低消费者
使用限制,同时配合放心服务与高效物
流,用简单的方式给你带来绝佳的购物
体验。

在具体内容方面，网红潮品满200
元送200元红包；指定商品最高送2000
元红包；满额单单返最高返5000元红
包。同时，国美继续在全渠道大力开展
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涵盖电视、冰箱、洗
衣机、空调、厨卫、手机、电脑等多个品
类。设置先收旧后补贴、先补贴后收旧
两种模式，用户可以通过国美线下门
店、国美APP、国美门店、国美管家微信
公众号，让用户换新更无后顾之忧。

此外，国美还宣布，本次“双十一”
活动期间物流不涨价。国美安迅物流
一直把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
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不会因为阶
段性的成本增加，就将这项成本转移
到用户身上。

此次国美“双十一”活动，购买电
视、洗衣机等大家电，国美安迅物流将
全力打造送货+安装+调试一站式服务，
为消费者一次性解决家电送装问题。
面对“双十一”全面增长的物流需求，国
美安迅物流更高效快速地响应用户订
单，不涨价的同时提升服务质量，充分
满足用户需求，第一时间确保“双十一”
期间每个包裹安全顺利送到用户手
中。P① 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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