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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雷 罗雯雯）4
月27日，2021西安文化&财经论坛
暨金泰·唐 618项目首映盛典在西
安举办。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学
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
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如是金
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
人、经济学家管清友作为本次论坛
主讲嘉宾，为西安带来了一场思想
碰撞交融的时代盛宴。

论坛上，单霁翔以“坚定文化
自信，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守望者”为主题，从故宫到长安，
以故宫、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为
例，就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复兴，分
享了有启示意义的见解。他表示，
金泰·唐 618项目位于盛唐文化源
脉地，紧靠青龙寺文化遗产，其正

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感召，让文化遗
产赋能当下生活，并反哺城市本
身。

据介绍，为了给三秦父老呈现最
佳品质的产品，金泰·唐618项目特别
邀请国际大师团队WATG、CCD、JBI
加盟设计，立意打造世界人居著品。
首映盛典上，WATG设计事务所副总
裁Nicolas Chapin，介绍了项目在建
筑、园林设计方面的优势和亮点，包
括对建筑与城市、文化、自然关系的
理解及相关设计理念。其在社区总
布局图中，引入青龙寺“炉烟祥云”概
念，以“祥云”流线蜿蜒串联建筑、景
观等，另外在建筑立面设计上，更融
入了“帝王冕冠”“菩提树叶”“屏风”等
文化意象，构筑建筑与文化融合共生
的城市界面典范。

金泰·唐618文化&财经论坛开讲

今年“五一”放假 5天，人们出
游的热情被极大释放，根据小猪民
宿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量价”齐
升，民宿预订订单较清明节增长
1.6倍，较 2019年增幅近 180%，跨
省游长线订单占比77%，首次大幅
超过周边游。同时，家庭出游占比
超35%，两居室成为最受游客欢迎
的户型，00后成为预订主力群体。

从民宿预订数据来看，成都、
重庆、西安稳居订单前三，其中西
安民宿订单量较 2019年同比增长
157%，包括钟楼、大唐不夜城、小

寨、大雁塔及陕西历史博物馆在
内的核心商圈备受年轻游客追
捧，“着汉服、赴盛宴”成为 90后
和 00后年轻人来到西安的热门打
卡活动。与此同时，围绕着临潼、
蓝田和白鹿原等近郊乡村民宿集
群备受亲子家庭群体青睐，以白鹿
原影视城及秦岭野生动物园为代
表的周边景点兼具独特的关中民
俗文化和自然风光，“五一”假期房
源持续走俏，成为放松休闲遛娃的
好去处。

本报记者王媚

“五一”假期西安民宿预订火爆
订单量较2019年增长157%

4月30日，作为十四运“双先”
观摩点备选项目，大明宫国家遗址
公园全民健身园区项目提升改造
如期完成。

在绿色中运动，在森林中呼
吸。焕新升级后的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为大家带来更舒服的运动
体验。6个篮球场、7个足球场、4
个网球场、1个乒乓球场、1个橄榄
球场，一条全长约 7.5公里的全塑
胶健身步道、14个配建全民健身器
材设施的健身广场，以及不断升级
的体育设备和智能化场馆，大明宫
国家遗址公园全民健身园区将成
为西安最具国际标准的大众体育
休闲新地标。

据悉，为迎接十四运，进一步
提升城市风貌，美化城市形象，大
明宫遗址区紧盯时间节点、抢进
度、赶工期，全力以赴推进迎十四
运夜景亮化提升项目建设，目前，
项目涉及点位已全面点亮，提前 2
个月完成十四运考核任务。

据了解，此次大明宫遗址区迎
十四运夜景亮化提升项目涉及朱

宏路、北二环、太华路、东二环等 7
条道路 170余栋沿街楼宇的亮化
施工。为了更加完美地呈现城市
面貌，大明宫遗址区在建设时遵循
实用性、艺术性、整体性、节能性、
环保性原则，科学装点周边住宅、
商业、文体等建筑。同时，对道路
十字路口及延伸 50米范围内进行
节点灯光布置，与周边楼体亮化形
成整体夜景效果，打造端庄、大气

的夜间形象。
随着十四运的临近，大明宫遗

址区将继续围绕全民健身推进各
项民生工程建设，扎实做好迎十四
运的各项工作，构建更高水平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传播
健身理念，营造“全民齐参与、迎接
全运会”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
助力十四运，共建文明城。

本报记者余明

大明宫遗址区

十四运“双先”观摩点
提升全面完成

在绿色中运动，在森林中呼吸

本报讯 (记者 王瑾）4 月 28
日，由渭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西安市
文化和旅游局首次携手主办的“华
彩渭南·与您相约”2021渭南文化旅
游（西安）推介活动在西安曲江大唐
不夜城开元广场举行。该活动是渭
南市开拓西安客源市场，为“五一”
引客入渭宣传的重要举措。

此次推介活动对渭南市的文化

旅游资源作了深入、全面且富有特色
的推介。推介会上，渭南市旅游推广
形象大使重点介绍了渭南特色文化
和旅游资源产品，发布了渭南景区各
项优惠政策，对大荔县以及华山西峰
索道、潼关古城、少华山、桥陵等景区
进行了联合推介，非遗表演《娃娃老
腔》穿插其中，别具特色，幸运抽奖
活动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2021渭南文化旅游推介会西安举办

本报讯（记者 刘姝 罗雯雯）
“五 一 ”期 间 ，有 置 办 新 家 的
计划不如来中国原点新城逛
一 逛 。 活 动 期 间 ，中 国 原 点
新 城 不 仅 给 大 家 送 上 豪 礼 ，
还有夏天、海鸣威、徐誉滕明
星 助 阵 ，让 你 的“ 五 一 ”过 得
更有意义。

原点国际建材家居广场
盛装开业豪礼相送

5月 2日，芝华士原点国际建
材家居广场店盛大开业，海鸣威将
空降现场献唱《老人与海》。除了
歌手助阵，还有超级福利，现场购
建材家具满3000元立减300元，购
灯饰满2000元立减300元，单笔最
高减3000元；签单前500名消费者

就可以送实木凳，还可抽 5100元
的免单大奖，对开门冰箱联单免费
拿回家。

原点国际家居博览中心
即将开启放“价”盛会

原点国际家居博览中心携手
舒达床垫、顾家家居开启“五一”
放“价”盛会。据了解，5月 3日、
4日，徐誉滕、夏天将现场倾情开
唱。活动现场，签单前 500 名顾
客送实木凳，还有电热水壶、旅
游年卡等，拼手速免费拿；购家
具满 10000元立减 500元，单笔最
高减 3000 元；更有 29999 元无门
槛抵用券全城寻主，按摩椅、55
英寸液晶电视免费送；还可抽
5100元免单大奖。

原点国际灯都城
“五一”盛会势不可挡

活动期间，原点国际灯都城批
发交易中心同步送出聚惠福利，购
灯饰满2000元立减300元，单笔最
高减 3000元，签到即送豪华台灯，
还可抽 5100元免单大奖！不仅如
此，凡在原点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及
原点国际建材家居广场下单的顾
客，可免费领取台灯一盏。

此外，还推出邻里节业主福
利：泾河首府、滨江翡翠城、当代上
品湾、全运村、万和郡五大楼盘的
业主，凭装修合同或物业交费证明
至以上任意商城，均可免费领取价
值 288 元超值礼品一份，数量有
限，先到先得。

“五一”期间到原点新城购物满千减百

为了给大家提供便利的置业
服务，卓越集团官方购房服务平台
——“卓小房”将在5月1日正式上
线，并联动旗下全国范围内项目发
起“五胡四嗨”活动。

“卓小房”上线

作为一站式购房平台和全民
经纪人转介平台，“卓小房”用小身
躯承载多功能，满足消费者在置业
过程中对房源的全方位信息服务。

“卓小房”小程序以简洁的页
面布局及功能定位，将售楼处完整
地搬到线上，重塑购房者的看房体
验。消费者可以通过优惠中心、我
要咨询、房贷计算、全民营销、积分
商城、热门活动等细分板块了解项
目和购房各方面的需求，覆盖售
前、售中、售后置业全流程，极大地
简化了在线看房购房的操作步骤。

“五胡四嗨”玩到尽兴

伴随着“卓小房”的上线，“五
一”期间，卓越集团也将发起“五胡
四嗨”活动。“五胡四嗨”表示五湖
四海，是卓越集团联动全国多个城
市，汇集东西南北中，体现特色的
一次线上线下联动活动。同时，

“五胡四嗨”还表示着五重购房优
惠加四大活动，届时给广大购房者
优惠购房的深度体验游。

据悉，作为线上活动的阵地
“卓小房”将举办 4场直播。5月 1
日集团直播主会场，来自东南西北
各区域的营销总将亮相首秀，并不
间断派发豪礼。5月2日-4日分会
场全时段特色直播不打烊，围绕华
南、华东、华北、中西部景点、美食
等特色内容，地产大咖、当地名人
也将现场助阵。此外，为庆祝“卓

小房”上线，卓越集团全国各城市
公司也将持续发起不同线下活动。

注册全民经纪人轻松赚佣金

基于“卓小房”平台，卓越集团
正在构建兼具个性化与价值的全
民营销精细化运营体系。无论新
老业主、员工、合作伙伴，甚至围观
群众，都可以注册成为全民经纪
人，在阳光透明的激励机制下，一
键注册、一键推荐、轻松领取佣金，
也是工作之余赚取零花钱的不错
选择。

卓越集团以“卓小房”云端平
台为载体，最大程度简化繁琐购房
流程，用最大的诚意让利客户，为
美好生活增添乐趣。让广大购房
者在这个“五一”置业季，实现自己
的安居梦。

本报记者胡琳

卓越集团“卓小房”“五一”上线

本报讯（记者 江波 李雨倩）
“五一”来临之际，许多商家开展了多
种多样的活动，充分释放消费需求。
据了解，国美“五一”惠民活动已正式
启动，线上、线下平台同时发力，以优
惠、低价回馈每一位劳动者。

在真快乐APP上，新人注册会
员，可领取三张新人专享礼券包。
新用户进入真快乐APP，点击新人
一元购活动领券页面，即可领取新
人专属优惠券包。同时，参加拼购
活动可以享 9折优惠，进入真快乐

APP拼团界面，选择开团后提交订
单，即可邀请好友参团，真是快乐
又好玩。九九会员还能参加躁动
团抽取黄金大奖，有机会赢得超级
大奖“金条”。4月 30日至 5月 1
日，在真快乐APP平台抢万台特价
商品包含家电、数码等。

据国美工作人员介绍，4月 30
日晚 7点，国美真快乐APP直播间
还有更多爆款好物等待抢购，在直
播间下单满 51元返 5.1元，满 510
元返51元，送福利，国美是认真的。

“五一”放“价”真快乐
来国美上真快乐APP就“购”了

20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即
将到来，国网西安供电公司全力以
赴做好设备检查、消缺，精心安排
部署节日期间及为十四运保电的
各项安全供电和优质服务措施，保障
节日期间供电无忧。据记者了解，国
网西安供电公司要求基层各单位明
确保电重点，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科
学预测用电负荷。截至目前，该公司
已完成辖区内输变配电线路、设备巡
视检查，逐台区开展配变负荷及电压
测量，并对隐患排查发现的异常和缺
陷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节日期间，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将不采取停电催费措施，并严格控
制停电工作，除应急抢修外，不安
排停电检修工作，不安排电能表正
常更换、客户接入工作，故障抢修
（包括故障换表）将尽可能采取带
电作业，以减少停电影响范围、压
缩停电时间，保障客户节日期间用
电。各级城乡营业窗口将严格按照
国家和国家电网公司规定的放假时
间要求，合理安排节日期间营业窗
口人员值班，确保窗口服务人员提
前10分钟到岗，推后10分钟离岗，
做好收费、购电和业务受理等工作。

米蕾本报记者冯红林

西安供电公司全力保障“五一”假期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