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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3·15”

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启动
“3·15”系列活动

昨日，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主办

地铁小喇叭

会表彰了
“消费者满意示范街区”
及百家
“放

期间，围绕“诚信经营，无忧消费”主题，

心消费示范店”
和百家
“消费者满意单位”
，

市工商局、市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了一

并通过设置在现场的诚信墙进行展示；
向

系列宣传纪念活动，与大连电视台联合

“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
“
、消费教育指导服

举办“3·15”晚会，发布十大打假维权和

今天

启动仪式现场，
市工商局、
市消费者协

的“3·15”活动正式启动。今年“3·15”

务团”
“
、消费维权志愿者团队”
授旗。

消费投诉即刻解决，并当场由其中的百
家代表在会场设置的承诺墙上签字。
此外，在东港国际会议中心，由市消
费者协会与大连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

“消协邀您来体验 3·15 大型公益活动”
也拉开帷幕。这项为期 5 天的活动，为

十大消费投诉案例，公示第一季度商品

“3·15”诚信无忧消费周活动也正

企业搭建平台，供其展示各类商品或服

沿海和海面局部有雾

质量抽检结果，开展“消费教育讲堂”进

式启动，参与此活动的 2388 家企业与

务，消费者可以在这里免费体验。如果

5℃～12℃

高校、进社区、进体验场等活动，在全市

我市各级消费者协会组织均签订了诚信

对所体验的商品或服务满意，还可得到

相对湿度：30%～70%

倡导诚信经营理念，引导安全放心消费，

经营承诺书，郑重承诺要诚信守法经营，

优惠卡，用于商场或企业店铺使用。

西南风 4～5 级

推动消费环境持续改善。

恪守诚信经营理念，拒绝假冒伪劣商品，

晴间多云，

明天

井惠群 记者阎婧琦

大连保险业举办“3·15”维护消费者权益宣誓仪式

多云转阴
5℃～13℃
相对湿度：30%～75%
西南风 4～5 级

后天

昨日下午，大连保险业在东港国际

年的活动主题，更是大连各保险机构今

寿等 12 家寿险公司为广大市民提供保

会议中心大连市消协首届消费服务体验

后消费维权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全

险 e 化服务体验，并开展了保险知识问

展上，举行大连保险业维护消费者权益

体保险人应模范践行“守信用，担风险，

答、闯关夺奖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互

志愿承诺宣誓仪式。

重服务，合规范”行业核心价值理念，以

动气氛热烈，
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

我市 26 家保险公司积极响应各级

阴局部有小雨转晴
4℃～12℃
相对湿度：20%～80%
偏北风 4～5 级

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专业高效的方法、
务实严谨的作风，切实维护滨城保险消

护消费者权益的能力与信心，对促进行

会、市保险协会共同颁发的“维护消费者

费者权益，努力实现保监会“美好生活

业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维护消

权益志愿承诺示范单位”的牌匾，同时代

保险保障”的愿景，为大连经济社会发展

费者权益及促进保险信息化等均起到了

表大连 5.6 万保险人郑重宣誓。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
“诚信经营，无忧消费”是今

我市生活必需品
市场价格逐步回落

本次活动充分显示了大连保险业维

主管部门号召，现场接受了市消费者协

人保财险等 14 家财险公司、平安人

记者李一

第十七届
“3·15”国际消费品（大连）博览会昨日启幕

第 十 七 届“3·15”国 际 消 费 品（大

动声明接受社会第三方监督与评价。

记者昨日从市服务业委了解到，
根据

连）博览会昨日启幕，当天参展人数达

商务部监测系统数据信息，
上周我市生活

到 3 万人次，120 余家企业开展当天卖

展会上
“国际新型水耕蔬菜种植技术”
首次

必需品批发价格总体呈回落态势，
受信息

断货。

登陆大连，
大连生禾生态农业相关负责人

上，由于不受环境污染影响，产出的蔬菜
完全达到或超过净菜的标准。
据了解，本届展会为期 5 天，共有跨

介绍，
植物工厂 3.0 是在一个绝热、密封、

境电商、食品、特色小吃、移动电商、家

商）诚信经营者大会启动仪式举行。我

不透光的环境里，
通过人造光照、空调、营

居、小家电、服饰、金融、汽车、健康十大

上周我市水产品批发价格环比下降

市首批移动电商（微商）在“大连移动电

养液、
水培等环境控制系统，
完全不依赖太

展区，来自国内外 460 余家参展商展出

31.29%，
在所有生活必需品中价格下降

商（微商）诚信经营”宣言书上签字，并主

阳能和土壤，
全季节进行商业化的蔬菜种

万余种商品。

传导的时间迟滞影响，
反映在零售市场仍
然呈现小幅增长，
但增速开始放缓。

下午，2017 大连首届移动电商（微

此外，据消博会组委会负责人介绍，

植，其产能是露地种植蔬菜的 100 倍以

记者阎婧琦

速度最为突出。禽类和蔬菜批发价格分
别环比下降18.2%和11.21%。在监测的
30 种蔬菜中，
除了豆角、
蒜头和胡萝卜等
7类蔬菜以外，
其他23种蔬菜价格均呈下
降走势。肉和水果价格下降平缓，
分别环
比下降了 1.74%和 2.79%。然而，粮油
等替代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仍然保持着
1.8%～3.2%左右的温和涨幅。
据分析，生活必需品价格回落的主
要原因是受天气转暖影响，蔬菜、水果、
禽类等受季节影响显著的农副产品种植
养殖和运输成本随之下降，造成价格下
降。

西山水库，红旗中路，近地铁，
3楼，面积48.1平+4平阳台，
阳台外2楼房顶可当小院，
地产房，38万

13478955022 于先生

记者阎婧琦

金普新区旅游工作会议昨日召开

2017 年全区共规划重点旅游项目 20 个
昨日，金普新区商务局召开 2017 金

店、发现王国雷霆战车、金石葡萄酒庄、纳

费需求、拉动
“1 小时经济圈”的 40 个专精

普新区旅游工作会议，部署 2017 年全区

帕溪谷艺博园、世茂嘉年华、凉水湾汽车

特新旅游小项目建设，打造大连市民近郊

旅游重点工作，并现场对 2016 年度金普

露营地等旅游大项目开门纳客；推进海航

休闲度假目的地。

新区旅游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

旅业集团进驻金石滩、光线传媒影视基地

2017 年，金普新区将以创建“国家全

了表彰。

开工、军事文化主题公园、大连海盐之乡

域旅游示范区”为统领，在办好草莓节、樱

据介绍，金普新区今年规划了重点旅

项目筹划等旅游新业态加快发展；推进蚂

桃节、沙滩文化节同时，创办国际热气球

游项目 20 个，专精特新小项目 40 个，项

蚁岛休闲度假区、玉兔岛亲海旅游区、大

节和蚂蚁岛海钓节，力争 2017 年实现全

目总投资近千亿元，年内预期完成投资

黑山旅游区、小黑山旅游区等乡村休闲滨

区接待中外游客增长 11%，拉动旅游消费

30 亿元。全区将着重推进鲁能希尔顿酒

海度假集聚区建设；推进满足大众休闲消

增长 13%的目标。

记者宋宇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单独招生 960 人

嘉汇地产诚聘

【招聘职位
招聘职位】
】置业顾问 50 名、文秘 2 名
【要
求】20 周岁以上
周岁以上，
，男女不限
男女不限，
，有无经验均可
有无经验均可，
，对房产
销售感兴趣，
销售感兴趣
，热爱房产销售行业者优先
热爱房产销售行业者优先。
。
【薪资待遇
薪资待遇】
】底薪
底薪+
+提成 30
30%%-80
80%
%，
月收入 3 千-2 万上不封顶
电话：
13842656614 陈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的单独招

此次考试科目分文理科，满分均

生工作已经开始，
今年学校将在 22 个

为 400 分。录取原则为，分文理划定

业。被录取考生在收费标准、就业、

专业提前招生960人（文科180人，
理

总分控制线和单科控制线，入围的考

专升本、毕业证书等各方面与普通高

科780人）。报名时间为3月15日至4

生实行志愿优先的原则分配专业。

考录取的考生享受同等待遇。单招

月4日，
考试时间为4月15日、
16日。

考试结束后，4 月 19 日考生即可网上

新生与统招新生同时入学。

今年和去年单独招生相比有一
些变化：
一是今年只招高中生，
中职生

查询自己的成绩，4 月 22 日，录取结
果将最终出炉。

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也不能调整专

此外，2017 年大连地区单独招
生咨询会，将于 3 月 18 日在大职院

可以通过参加高考报考；二是招生专

需要提醒的是，凡被单独招生考

夏家河子校区召开，省内 40 余所开

业有所调整和增加；三是招生人数比

试录取的考生，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要

展单独招生的院校，将在这里为考生

去年增加 190 人。

求，不再参加 2017 年辽宁省普通高

答疑解惑。

高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