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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26日，素有“楼市
风向标”之称的烟台住博会，再
次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的住博会平台
上，哪些地产企业将在2020年
推出怎样的产品？哪些家装品
牌将在展会上盛装亮相？将会
吸引几乎所有购房家装者前
往。一年一届的2020烟台住博
会，带来的不仅是海量信息，而
且会助推购房家装意愿。

品牌房企占首发位置
烟台住博会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17 届，已成为开发企业品牌
展示、行业交流、市场推广的权威
平台，成为百姓置业安家的首选
平台。可以说，在住博会上抢得

“首发位置”，对于全年市场的把
握有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一
方面购房者会对企业品牌产品的
年度发展有清晰的认识，另一方
面，住博会也会把市场最真实、最
直接的信息传递到企业中。截至
目前，本届住博会已吸引了诸多

品牌房企如飞龙、万科、碧桂园、
万光、招商、金地、城发、祥隆、旭
辉、金象泰、国泰、煜炜置业、天
泰、丰金、北方、安德利、意祥房产
等品牌房企的积极响应，并在第
一时间抢占首发位置，展会将囊
括烟台所有市区的主流项目，物
业类型涵盖豪宅别墅、普通住宅、
商业、综合体等多种类型。目前
仍有很多精品项目在积极与组委
会对接咨询展位情况。
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主题展

发展绿色建筑、推广装配式
建筑，成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的房地产业发展方向，为此，本
届住博会依然围绕这一重点工
作，设立“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
筑展示区”，集合装配式建筑构
件、钢结构、新型墙材、建筑保
温、轻质隔墙、太阳能、新风系
统、装配式建筑设备、模具等内
容，集中推介新产品，全面展示
新技术新成果，宣传我市绿色建
筑以及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的

新环保开发理念、新节能技术和
新材料应用，促进试点项目的市
场推广，全面提升绿色建筑在市
民心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助推
我市住宅产业领域转型升级。
二手房交易租赁区成品牌活动

二手房交易租赁区2016年
住博会首度亮相，即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极大关注，现场登记咨询
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市民向组
委会致电希望每年都能增设一个
这样的交易平台。鉴于此，组委
会将二手房交易租赁展区列为住
博会惠民品牌活动之一，每年专
门提供一个固定区域，集中展示
全市六区二手房信息，房源不仅
有住宅还有商铺、写字楼，市民出
租或出售均可报名，买房或租房
均可到展会现场寻找房源，不必
东奔西跑又能最大程度地确保交
易的透明度，减少二手房交易中
的纠纷，更重要的是无需中介费
用，为交易双方节约额外支出。
高端家装配套产品群星闪耀

每年住博会的家装建材展
区都成为众多名品、新品集中展
示的舞台。据组委会相关人员
透露，本届住博会的家装配套产
品种类繁多，涵盖了瓷砖、地板、
橱柜、衣柜、门窗、卫浴、吊顶、涂
料、集成灶、硅藻泥、家具、软装、
家电等几乎所有门类的领军产
品，全房家居装修一应俱全，而
且是大腕云集，既有来自意大
利、日本、美国、荷兰、英国、德国

等国际一线顶尖地位的建材家
居品牌，也有本土实力品牌家装
企业以及高科技的智能家居产
品，让有家装需求的业主可以一
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届时参展
的建材装饰家居企业将开展惠
民特卖活动，将给出低于零售价
格的超低折扣，让市民享受到前
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和售后服务。

烟台住博会热线：
6213680/6235582

飞龙·金滩花园独家冠名

2020烟台住博会10月23日盛大启幕
选房装修一次解决

本届住博会独家冠名本届住博会独家冠名———飞龙金滩花园—飞龙金滩花园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您要去
哪里玩呢？烟台金桥国旅为广
大新老客户不仅推出多条黄金
周特惠线路，更加致力于专心为
中老年人的旅游设计线路。

其中最值得推荐给您的——
贵州、重庆、四川双飞专列11日
游 10月12/26号发团 3580
元/人起

此旅游专列由新型空调“绿
皮车”担当运营列车，经由成渝、
渝贵、沪昆等多条铁路干线运
行，行程共 11 天，将西南地区

川、渝、黔“两省一市”12个著名
景区一举囊括：都江堰、九寨沟、
黄果树瀑布、酉阳桃花源等5个
国家5A级景区，茅台酒文化城、
西江千户苗寨、乌江画廊、蚩尤
九黎城等7个国家4A级景区，
最大程度满足游客“一次出行、
游览多景”的愿望。

在11天的行程中，专列将
以“昼游夜伏、一线多点”的方
式，带领游客游览藏族、羌族、
土家族、苗族、布依族等聚居
地，让游客们充分领略川渝黔

三地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
人文景观、多彩的民族风情和
诱人的特色美食。行程中除
了有丰富的景点旅游之外，还
有独具民族特色的风情晚会，
让游客全方位领略西南地区
的民族风情。

另有更多出游线路：
1、青州黄花溪、云门山、井

塘古村大巴 2 日游 378 元/
人 十一天天发团

2、山西五台山祈福、云冈石
窟、乔家大院、平遥古城、悬空寺

双卧6日游 1880元/人 10
月11/18/25号

3、西安兵马俑、壶口瀑布、
大雁塔双飞5日游 2080元/
人 天天发团

4、青海、甘肃、宁夏、内蒙4
省塞外行 仅此一期：10月10日
发团 双卧12日游：上铺2580
元/中铺2980元/下铺3380元

5、助力复苏四川旅游-环游
双卧11日—上铺2399元/中铺
2599元/下铺 2799元 10月
10日发团

咨询电话 ：6834444
6234444

18562219797（同微信）

10月畅游黔川渝，感受祖国壮美河山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钟嘉琳 通讯员 颜芙萱 摄
影报道)礼赞新时代，逐梦巾帼
红。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
第二轮“巾帼红·大宣讲”活动
走进海阳、蓬莱、龙口、招远、莱
州。由市妇联组建的全市百姓
宣讲员总队“巾帼红”宣讲支队
和当地宣讲员一起深入企业、
镇街、党校，为基层妇联执委和
妇女群众讲故事、讲情怀、讲人
生，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激发起广大妇女巾帼心向党奋
进新时代的强大思想合力。

“我本弱女子，逆行为苍
生。两张小纸条伴我出征、凯
旋，见证了我的战‘疫’之路，也
见证了鲁鄂同心的血脉深情！”
援鄂巾帼英雄不畏艰险、奋勇出
征的故事泪湿了观众的双眼。

从技校的实训室、图书馆，
到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再到
披荆斩棘站上国际领奖台、身
披国旗载誉而归，年轻姑娘“笛
子”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历程，展
示了“小厨房，大舞台”的精彩，
收获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从为了治病捉襟见肘、一家
五口过年只有7块钱，到进入医
保系统、为困难群众的健康服
务，从奋斗脱贫到成为一名扶贫
干部，“二妮儿”既是中国梦的见
证者，更是奋斗者，她的讲述让
观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洗礼。

大学毕业时的一场意外，
让正值青春的“小杜”失去了左
手，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折断
她追逐梦想的翅膀，十年来，她
这个残疾干事成了“邻家小
妹”“知心大姐”。她自强不息
的故事让观众潸然泪下。

援鄂归来的医生吕慧和护
师张星、把残疾人需求烙在心
里的残联干事杜丽艳、用真情
温暖服刑人员子女的“彩虹妈
妈”石霈，热心为农民维权的调
解员崔虹……不同的宣讲员、
不同的故事，演绎与激发的却
是同样的感动。

“以前经常跟妇联合作搞活
动，这次有机会深度了解妇联的
工作，原来你们做了这么多有意
义的事。以后妇联有活动就找
大姐，大姐一定把‘娘家’的活儿

干得漂漂亮亮……”作为宣讲活
动主持人，崔虹大姐在与宣讲员
们的交流中深受鼓舞，成了“巾
帼红”铁杆粉丝。

讲故事、讲情怀、讲人生，这
是“巾帼红·大宣讲”的形式和初
衷。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一
句句真诚质朴的话语、一个个掷
地有声的承诺，催人泪下、直抵
人心。为了更接地气、更贴近妇
女群众生活，“巾帼红·大宣讲”
活动特别采取“N+1模式”，除了
6位“巾帼红”宣讲员和2位特邀
百姓宣讲员，市妇联专门从每个
工作点推选1名妇联执委担任

“乡土”宣讲员，身边人讲身边
事，既感染了自家妇女姐妹，也

感染了在场的宣讲员们。
“有一个梦想，是和美千万

家，社会和谐安定才兴旺发达”
“文明就在你身边，家庭公约记周
全。守法遵章知礼义，爱国爱党
爱家园……”“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激扬家国情怀，也
是“巾帼红·大宣讲”的重要任
务。每到一处，宣讲员和当地妇
女群众一起诵读《家庭文明公
约》，唱响《美在我家巾帼红》《我
和我的祖国》，舞动的红旗、嘹亮
的歌声、灿烂的笑容，传递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
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点亮文明幸福的“万家灯火”。

“巾帼红·大宣讲”第二轮活动举办，凝聚起感人至深的温暖力量——

巾帼故事传递最美情怀
莱山区电工技能竞赛开赛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琳 YMG全
媒体记者 钟嘉琳）9月25日-26日，
莱山区电工技能竞赛在烟台文化旅
游职业学院开赛。竞赛旨在推行劳
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岗
位技能提升，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乡村振兴和
经略海洋战略提供强有力的高技能
人才支撑。

本次职业技能竞赛由莱山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莱山区总工会
联合主办，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承
办，共有10多家单位选拔的近40名
选手参赛。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精心组织安排、细致周到服务，全力
保障比赛顺利进行。学校坚持“质量
立校、特色兴校、创新强校”的办学理
念，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
学模式，培养适应文化旅游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累计为社会输送专业技术
人才7万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