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旅游协会改革换届大会昨日召开
昨日，大连市旅游协会第五届会员代

会副会长、
大连獐子岛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

相关企业的排头兵，
希望大家借助旅游协会

表大会在良运大酒店召开，
300余名会员代

长吴厚刚等25人当选为副会长，
尹革当选为

的平台，
发挥好桥梁纽带、模范引领和行业

表及各界人士出席会议，
此次大会是大连市

秘书长，
辽宁省风景区协会会长、
大连老虎滩

内监督作用，
服务好广大会员单位，
协调企

协会、
商会脱钩改革的重要成果。

海洋公园总经理杨林当选为监事长。

业之间、
企业与政府之间以及与其他产业等

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协会领导机构，
大连

新一届大连市旅游协会进一步扩大了

各方面关系，
通过各种联谊活动、
大型活动、

富丽华大酒店总经理于刚等 126 人当选为

会员单位的覆盖面，
设立旅行社、
旅游景区、

论坛活动，
发挥旅游智库能量，
并与各地旅

理事，
中国旅游协会理事、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

旅游饭店等14个分会。市旅发委主任李景

游协会建立广泛联系与交流，
共同交流与发

协会副会长、
海昌海洋公园控股有限公司董

平表示，
大连市旅游协会促进了全市旅游行

展。市旅发委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旅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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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
“以图说法”
开展妇女普法宣传教育
为了更好地引导广大妇女自觉把法

事会高级顾问、
大连海昌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业发展，是我市旅游业队伍中一支重要力

会的工作，
继续做好相关业务的妥善衔接，

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贯穿于本职岗位、融

长赵文敬当选会长，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量，
120多家理事单位基本涵盖了我市旅游

为协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记者宋宇

入社会生活、浸润家庭领域, 切实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尊崇者、自觉遵守
者和坚定捍卫者。近年来，大连市妇联

加强冬季学校传染病防控，市教育局提醒学生

紧紧围绕“法治大连”和“平安大连”建

假期尽量减少到公共场所活动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设，广泛组织开展了“让法律照进生活”
等系列妇女群众性普法宣教活动，广大

近期由于天气变化等原因，中小学中

活动，保证学生每天 1 小时的有效体育活

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按时

妇女群众的法律素质、公民意识和维权

季节性传染病防控压力加大，日前 ,市教

动时间。保证学校、班级和家中学生学习

就寝，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愉悦的心情，

能力明显增强，
全社会尊重妇女、保障妇

育局就加强冬季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发

和生活场所的每日通风换气，要通过落实

提高机体免疫力。

女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日益浓厚。

出提醒。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全面依法治国”

学生晨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

市教育局同时提醒学生，假期尽量减

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要充分保证学

度，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人应及时了解学

少到公共场所活动，减少人员接触，养成

纳入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生足够的体育锻炼和运动，严禁学校在正

生的出勤、健康情况。学生假期身体如有

佩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卫生习惯，注意

主义的基本方略，同时指出：
“ 坚持男女

常上课期间挤占体育课、停上体育课；要

不适要及时告诉家长，必要时要及时到医

冬季保暖，
预防感冒。

平 等 基 本 国 策 ，保 障 妇女 儿童合法权

组织引导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和课外

院就诊。要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学习和活

记者金怡蕾

益。”为了让妇女普法活动能够贴近生
活、生动活泼、通俗易记，本次市妇联特

我市62家场所获2017大连市重点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A级称号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行公共

诗人张嘉树老师，以诗配画的形式从妇

共场所进行了卫生监督量化评分和现场

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妇女的人身权利、妇

据了解，目前，公共场所卫生信誉度

评审，其中,住宿场所类 2682 家、沐浴场

女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妇女的财产

精神和省卫生计生委的工作要求，2017

分 A、B、C3 个等级，A 级即低风险，信誉

所类 683 家、游泳场所类 86 家、美容美发

权益、妇女的文化教育权益、妇女的政治

年市卫生计生委继续组织开展了住宿、沐

度高；B 级即中风险，信誉度尚可；C 级即

场所类 3697 家，最终确定卫生信誉度为

权利等图说妇女权益，诠释严肃的法律

浴、游泳和美容美发 4 类重点公共场所的

高风险，信誉度低。2017 年全市市区两

A 级场所 62 家，B 级场所 3867 家，C 级

知识。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确定卫生信

级卫生计生监督机构共对 7148 家重点公

场所 3219 家。

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通知》

誉度为 A 级场所 62 家。

别邀请了著名漫画家姜末和资深报人、

2017，
我与《地铁时报》
前不久，网上流行起网易云音乐推出的“网易体”
总结。如果把这一年你的《地铁时报》阅读报告，用“网
易体”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文案已备好，欢迎大家填空，拍照分享至本报官方
微信后台（ID：ditieshibao）。我们将从后台接收到的反
馈中选出前 15 名铁丝儿，每人赠送由影联传媒提供的
《无问西东》电影票两张。获奖名单将于周五（12 日）
晚公布在本报官方微信的推送中，在获奖名单中的铁
丝儿可凭姓名和电话直接去恒隆百丽宫影城前台领取
电影票观影，周六周日（13、14 日）两天可观看任意场
次的《无问西东》，逾期无效。

我是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这一年里
我一共阅读了___份地铁时报
我最喜爱的版面是_________
通过与地铁时报的互动，
我一共看了____场电影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月___日是很特别的一天
这一天里，

我把______（作者）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文章名字）
反复阅读了___遍
___月___日
___时___分还在阅读地铁时报
那一刻我在看______的___________________
在我的阅读品味中
也藏着高冷的一面
这篇有些小众的__________________（文章名字）
在今年我一共看了___遍
这一年
有___天我都看了______________
在所有版面中
我对这个版面最专一
这篇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我今年看过地铁时报发表最早的文章
刊登于___月___日
这一年
我有___小时
沉浸在地铁时报的世界
时光中的地铁时报
是不散的宴席
今后的时光
我愿意与地铁时报继续携伴同行

张微

记者金怡蕾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
年卡5折
更有福利新升级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年卡预售，
鲸彩底价，限时发售：海洋世界、极
地世界、珊瑚世界、深海传奇、恐龙
传 奇 五 馆 单 人 年 卡 ：350 元
（原价 700 元）；五馆双人年卡：

600 元（原价 1200 元）
会 员 活 动 鲸 彩 升 级 ，专 属 会
员福利升级，更多欢乐与惊喜，关
注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官方微信，
获悉具体参与方式！
【办卡流程】：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地
铁时报》微店下单，购买成功后，24 小时内
您将收到短信电子码(请务必保证手机畅
通），凭接收短信电子码，到圣亚售票处网络
兑换窗口取卡，取卡后持本人有效证件至 11
号窗口开卡！
【办卡须知】：1.购卡及取卡特惠期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特惠期购卡统一开卡时
间 为 2018.1.1-2018.4.30，自 开 卡 日 起 一
年内有效。
2.年卡仅限本人使用。开卡时需年卡
使用者本人前去拍照；购双人年卡的会员，
开卡时需两位开卡人带有效身份证件，同时
至 圣 亚 11 号
团队接待中心
窗口进行拍
照。 每张卡
可免费携带 2
名 1.3 米 以 下
儿童入馆。
【退 改 须
知】：
本卡为促销
年卡不退不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