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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小喇叭

我市启动“文明旅游在大连 做最亮丽的风景线”主题活动
旅游让生活更美好，文明让旅游更精

个地区市民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整体文

文明办、市旅发委、旅顺口区委区政府主

彩。昨日，市文明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明程度的重要指标。2018 年“文明旅游

办，旅顺旅游集团承办。现场宣读了活

共同在旅顺二〇三樱花园如意广场启动

在大连 做最亮丽的风景线”主题活动，

动方案，金牌导游员金家哲向旅游行业

“文明旅游在大连 做最亮丽的风景线”主

具体包括“文明旅游随我行”主题活动、

从业人员发出倡议，文明旅游志愿者代

题活动。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文明旅游进景区”主题活动、
“ 文明旅游

表“@猫火火”带头发出争做最亮丽的风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进社区”主题活动、
“ 文明旅游进校园”主

景线倡议。随后志愿者们依次签名承

精神，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题活动等。市文明办、市旅发委将适时

诺，并开展了植树活动。启动仪式后，大

召开全市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推广

家还参观了“@老兵伟哥”的旅顺口四季

今天：

明天：

推动文明旅游成为行业单位和广大市民

晴间多云

晴间多云

的行为自觉，让践行文明旅游的大连人成

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推选一批文明旅

风光摄影作品展，该摄影展将于今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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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

游典型，推动文明旅游再上新台阶。

国大连（旅顺）国际樱花节后举办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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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挂牌成立首个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派出庭”
4 月 13 日，我市首个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
“派出庭”在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挂
牌成立。据悉，与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合作设立
“派出庭”是市仲裁院深入开展
“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
活动的突出体
现，也是探索多元化仲裁模式、开展政校
深度合作的生动实践，在我省尚属首次，
在全国也少有先例。
“ 派出庭”将充分发
挥高校的理论优势和市仲裁院的法律实
践优势，通过定期公开庭审、开展劳动法
律培训、指导点评在校大学生模拟仲裁
庭等多种方式提高在校大学生法律专业
实践能力，有效提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据悉，
市人社局将以
“派出庭”
为基础，
持续扩大与高等院校、
各类企业的合作力
度，
拓展合作范围，
推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派出庭活动形式，
推动我市营造规范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

记者左莹

火遍全球的地标
空降百年奥莱

大连是全国首批文明城市，并已连

昨天举行的“文明旅游在大连 做最

续五届蝉联此殊荣，文明旅游是体现一

亮丽的风景线”主题活动启动仪式由市

还记得那些火遍网络的网红墙吗？
解锁拍照新姿势，在最美街区一起搞事
情。
百年奥莱是二至三层的低密商业街
区，几何形态的建筑群由多座室外楼梯

大连日报记者许晓楠

2018 大连春交会昨日闭幕

4 天成交及意向成交房屋 6618 套
4 月 15 日，为期 4 天的 2018 大连春

悉，本次房交会，环比去年秋季交会成交

问题得到老百姓更多的关注，从展会现场

季房交会（第六十届大连房屋交易大会暨

及意向成交房屋 2998 套，成交量实现了

4 天成交情况看，
刚需购买占比最高，
准新

海外置业投资展览会）在世博广场圆满落

121%的增长；同比去年春季房交会成交

婚夫妻、初入职场奋斗的年轻一族、打算毕

下帷幕。4 天成交及意向成交房屋 6618

及意向成交房屋 9363 套，成交量下降了

业后留在大连工作生活的在校大学生成为

套，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

29%。业内人士称，数据表明，房地产市

刚需主力。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李同学，

参展楼盘成交 2107 套，旅顺分会场成交

场有所回暖，
但购房者越来越理性。

开展第二天就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房交会现

房屋 457 套。

数据表明购房者趋于理性
在我市推出限购政策以后，今年的春

据悉，历届春季房交会都是各大房企

场选房购房，
他的户口并不在大连，
但因限

推出新盘的高峰。此次，甘井子区作为非

购政策差别化，
在校生不在限购范围内，
他

限制性区域参展楼盘达 36 个，占比依旧

的母亲就想赶在毕业前给孩子在大连买好

最高，得到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和选择。

房子，
为将来就业生活提前做好打算。

展格外引人瞩目，除了大批购房者涌入展

此外，其他限制区域的一些公寓等不受限

会，希望通过展会近距离了解最新房地产

项目，
现场也比较火热。

走势和买卖优惠信息外，展会也吸引了众
多业内人士的目光，新政背景下，房交会
的“风向标”
“ 晴雨表”作用更加凸显。据

参展的各销售楼盘表示，本届房展的
观众质量较高，来看房的大多是刚需人

新政之下刚需成购房主力
自今年大连限购政策出台以来，购房

群，成交意向非常高，限购政策抑制了以
往投资投机的购房者，房地产市场发展更
加稳定。

记者李一

春季时装周秀场多变 模特、场地让观众眼前一亮
上周五，以
“与城市一起时尚”为主题

理念，
但也在走秀现场引入了国外模特展示

的 2018 大连春季时装周在 Z28 时尚硅

环节，
中式服装和外国模特，
碰撞出了不一样

谷拉开帷幕，
给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春天

的火花，
让很多到场观众感到眼前一亮。

与时尚的视觉盛宴。

日前，
百年奥莱重磅打造网红楼梯，带你

善款用于我市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今日起至本周四，还将有数

记者注意到，
与往年相比，
本届春季时装

场时装走秀在 Z28 时尚硅谷及大连国际

周发布会不仅数量多，
而且在现场走秀的编

会议中心昂当代艺术中心举行，此外，服

排形式、
模特多样性、
走秀场地等方面也有所

装智能定制&智慧工厂、饰品设计、亲子

突破。作为时装周首秀的古风紫裳和悟心两

装 潮 流 等 相 关 内 容 的 时 尚大讲堂将在

个品牌虽是展示中国传统美学与文化的设计

Z28 时尚硅谷举办。

记者阎婧琦

唐风温泉健康美容节掀起金石滩春季旅游新高潮
4 月 14 日，2018 唐风温泉健康美容

设备，形成泡、蒸、检测、调理等一条龙的

海洋温泉水资源，大力发展温泉旅游业。

节在唐风温泉正式启幕，金石滩掀起了春

医健中心。同时，唐风温泉将在今年陆续

2013 年，金石滩温泉旅游度假区被辽宁

季旅游小高潮，100 多家旅行社负责参与

推出系列惠民活动，健康美容节过后，会

省旅游局命名为省级“温泉旅游度假区”；

了这次活动。

保留多数加料温泉泡池，并继续购进大量

2017 年，
《国家温泉康养旅游》标准编制

中草药，将中草药与温泉水相结合。

工作启动会议在金石滩成功举行，并举办

和空中连廊融为一体。现在，百年奥莱

此次美容温泉节中，唐风温泉特别推

将网红墙与室外楼梯相结合，浓烈鲜艳

出了温泉＋美容、温泉＋中药、温泉＋康

近年来，金石滩依托海水温泉这一独

了首届金普国际温泉养生文化节，金石滩

的火烈鸟、守护自由的天使翼、因爱而生

养等多种养生健康美容产品，让游客们享

特资源,对温泉周边区域特点及功能进行

还获得“2017 辽宁省最具影响力温泉品

的救赎山……在这里，只要你有爱美的

受到“牛奶浴”
“ 果蔬浴”
“ 中药浴”
“ 泥疗

了精准定位，引入优质的健康管理和康养

牌基地”和“大连最佳温泉康养旅游目的

心，发现美的眼，展现美的 POSE，你就

浴”等多种泡汤方式。唐风温泉还引进了

机构作为海洋温泉的核心项目，对温泉水

地”两项殊荣。

有更多专属的美。

瑞士、日本的先进检测、调理、康复等专业

资源进行全面勘探，科学开采、高效利用

记者宋宇

作为大连首座滨海开放式街区综合
体，百年奥莱坐拥两条美丽步行街，是全
家出游的好去处。A 区的喷泉在即将到
来的夏季将为游客带来阵阵清凉，喷泉

吃得美 销售火 第二届餐饮连锁加盟展圆满落幕
昨日，第二届中国（大连）餐饮连锁加

旁是法国进口的纯手工双层旋转木马，

盟暨创业项目展、
2018馋嘴吃货节/FBA小

童话般的梦幻，带你进入复古法式浪漫；

吃巡演在星海世界博览广场圆满落幕。

东北购物中心的海洋主题儿童拓展攀爬

为期 4 天的展会让大连的美食爱好者

品到肉类到面食到甜品，给人们供应了新
鲜、
丰盛的美食和上好食材。

活动现场，还有一些观众专门来寻找
连锁加盟项目，不少是家长想给自己的子

吃完一种再尝另一种，买了海鲜再买

女创业找一个好的合作平台。517 不动

肉，
人们在美食节上吃喝玩乐加采购，
像葱

产、棒棒家、久伴全牛面、百味特食品、小微
学堂等加盟品牌在现场都不时有人咨询。

娱乐区，是孩子们的欢笑乐园；B 区的滨

们嗨得好快乐：鸣记烤鱼、海大厨三文鱼、

香小油条、优质牛肉块、老式锅包肉等一些

海木栈道，是全家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渔

晓芹海参、海味当家、凯洋海鲜、骉记蚬子

新品在现场卖得非常火。组委会出资发放

据悉，
8 月 3 日至 5 日将举办第二届中

港海鲜餐厅、汉巴味德等特色餐饮将带

面、2 路车站小丸子、金玛农业、高荣食品、

的 4000 张美食抵值券也深受欢迎，每天

国好食材大会、
第三届中国（大连）餐饮连锁

给您完美美食体验。

爱百特食品、香辛苑章鱼酱等品牌从海产

1000 张不到中午就被领光。

加盟展、
第二届大连馋嘴吃货节。 记者李一

金博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