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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倩）乐队
歌手舞台演唱，舞蹈演员火热
演绎，相声小品逗你开怀，各类
小吃尽情品尝，还有粽子DIY
活动等你参加。近日，记者从
391文化创意园获悉，“粽”享端
午、欢乐游园活动将于6月3日
至 5 日在丰收东路 877 号的
391文化创意园内举行。好看
的、好玩的、好吃的一应俱全，
本报记者提前探营，为您一一

“剧透”精彩看点。
端午节临近，为了让孩子

进一步了解端午节习俗，弘扬
中华文化，391文化创意园特
举办粽子DIY活动，工作人员
将备齐DIY所需的一切物品，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和孩子
一起动手做一份爱意浓浓的
粽子，尽享幸福的亲子时光。

夏天的风渐已吹暖，唤醒
了焦作人对夜市的怀念。人
间烟火，最是抚慰人心。而
你，又有多久没有逛夜市了
呢？为了让城市更具烟火气，
文创集市特升级大蘑菇夜市，
携手小许同学市集火热来袭，
让来宾一起“粽”享假日时
光。此外，活动期间，391文化

创意园内将有音乐和舞蹈的
融合、深受群众欢迎的相声、
孩子们乐此不疲的娃娃机、儿
童汽车等电玩，神秘的小丑叔
叔还将带领现场的小朋友们
来一场奇妙之旅，还有缤美味
烧烤和精酿啤酒，让大家开怀
畅饮，清凉一夏。

该活动不仅有吃有玩，还
有免费礼品可以拿哦。据了
解，活动期间市民凭391文化
创意园任一商家消费小票，即
可免费获得暖心的节日礼物
一份。感兴趣的市民千万不
要错过“粽”享端午、欢乐游园
活动，本周五，就来391文化创
意园免费吃喝玩乐吧！

上图 391文化创意园文
创集市活动现场。

王 倩 摄

在我市的众多开发企业
中，金山置业不是最耀眼的
那一个，因为它从来不追求
在开发数量上的盲目扩张。
在众多房企都在扩大规模提
高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
的时候，金山置业却在默默
地打磨自己的产品，坚持“精
品化”路线，将高品质落到实
处。高品质、标杆作品已成
为金山置业的品牌底色，更
难能可贵的是它对长期主义
的坚持。作为焦作本土老牌
房企，二十六年来，金山置业
以前瞻性眼光紧随城市发展
脉络，占位城市核心地段，专
注高端改善群体，一直低调
做产品，将更多的价值放在
建筑本身，这让金山置业在
焦作拥有着数以万计的“金
山粉”。正是因为这种注重
长效稳定发展的态度，金山
置业一直以来都是以自有资
金稳定扩张，才有了今天健
康良性的循环，才得以在当
前严峻市场形势下稳扎稳
打、越“战”越勇，做好配套、
产品、服务，做出了购房者认
可的口碑，成为焦作房企队
列中的佼佼者。

不论房企规模如何，产

品创新与品质保证，是永恒
的主题。要征服当下的客
户，就必须要拿出好的产品
品质，这是当下所有购房者
的核心诉求。在强大的实力
支持下，金山置业发挥了本
土房企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从工程质量、建筑密度、朝
向，园林景观，到户型设计，
用足够的耐心规划好每一
个细节。金山·东方花园自
第一期交付以来，已有十多
年的光景，可当你走进东方
花园小区，会看到建筑外立
面历久弥新，绿化景观丰富，
仿佛如公园一般。业主们在
树荫下休憩、在喷泉旁观景、
在中心景观处嬉闹……这样
的场景，充满了幸福感。而
在幸福感的背后，是金山置
业多年如一日的务实坚守，
是一分深耕焦作二十六载
企业的责任，更是承诺和担
当。

位于市政二街与天河
北路附近，焦作新老城区交
会处的金山·城市花园从项
目规划设计之初到工程建
设过程，都严格把控质量，
将品质和匠心渗透到建筑
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打造出

经得起时光考验的品质居
所。金山·城市花园的窗
外，既有丰富的城市配套资
源，也有稀缺的自然风光，
它们一起催生出城市中心
的烟火气。住在金山·城市
花园，拉开窗帘就是穿城而
过的南水北调运河以及天
河公园，走出门外就可以享
受到城市里商场、医院、学
校、菜市场等生活配套以及
最稀缺的公园天然氧吧，随
心所欲地切换生活状态。

历经无数个日夜的匠
心打磨，金山·城市花园从
建筑外立面、到楼内施工、
再到亲眼可“鉴”的实景样
板间，皆以实景准现房全貌
展现，每一处细节都是精益
求精，用真实的触感和舒心
的体验，阐述什么是“所见
即所得”，这也是当下买房
最有力的安全保障。时光
正好，买房亦正当时，金山·
城市花园推出了“首期2万
元买三房”的购房活动，想
要拥有理想生活，赶快去金
山·城市花园看看吧。

图①② 金山·东方花
园楼盘实景。

筱 静 摄

“柳队长，派人来5号楼，这
里有辆电动车没有停放到指定
位置。”近日，金望物业东方花园
服务中心保洁员在打扫卫生时，
看到一辆电动车停放在单元门
口，立即呼叫了秩序维护队的工
作人员。

据了解，电动车以经济、便
捷等特点，已经成为大家出行
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电动车
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防安全隐
患。在我市不少小区内，仍有个
别业主只图自己方便，下班回
家时匆忙把电动车停在楼下，
这不仅给他人的出行带来不
便，如遇突降暴雨或者意外剐
蹭，也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

金望物业东方花园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若发现小区内有
乱停乱放的电动车，就会第一

时间进行管理。“随意停放电动
车，不仅影响其他业主通行，还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我们会加
大巡查力度，希望广大业主能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无阻，共同
营造和谐安全的文明小区。”该
物业中心工作人员说。

王 倩
上图 工作人员将电动车

挪到指定停车位。
王 倩 摄

天气渐热，蚊虫也开始增多，
为给广大业主营造一个整洁、优
美的居住环境，近日，金望物业东
方花园服务中心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对社区水系进行全面清理和
维护。

清理水系看似简单，实则
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经
过一番商讨后，水系清理工作
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大家分
工明确、各显身手，维修师傅负
责安装抽水泵，污水抽出后，保
安员和保洁员们则拿起扫帚、
铁锹清除底部的淤泥，管理员
们也加入其中，和保洁员一同
用小铲子清除水系壁上的青
苔。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水
系终于恢复了清澈明亮，园区

景色焕然一新。
一直以来，金望物业东方

花园服务中心秉承着“寸草寸
心、点滴尽致”的品质观念，用
实际行动不断提升项目品质和
服务水平，为业主营造温馨、美
丽的生活家园。 筱 静

上图 工作人员在清理水
系。 筱 静 摄

391文化创意园“粽”享端午
欢乐游园活动等你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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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置业

坚持“精品化”路线
用品质为品牌“撑腰”

本报记者 陶 静

买 房 最 怕 的 是 什

么？烂尾、延期交付、承诺与现

状不符？这些问题，随便遇到哪

一个就够糟心。对于购房者而

言，买房其实就是买一个承诺，

责任感越强的房企，对于未来房

子的交付和品质，相对来说更有

保障。如今，在“房住不炒”的楼

市背景下，淘汰了不少杠杆率

高、实力不强的房企，而胜出的

必然是注重长效稳定发展，同时

又有过硬产品力的综合实力房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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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榜样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
老人独自外出，街头不慎
摔伤……5 月 19 日、20
日，市公安局山阳分局巡
防大队连续接到这样的求
助。民警迅速救助，让受
伤老人及家属倍感暖心。

5月19日11时许，该
大队接到救助警情，在中
原路某市场东门，一名老
大爷骑车摔倒受伤。该大
队民警吉明和巡防队员柳
庚申迅速赶到现场，看到
受伤的老大爷躺在地上。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发现
老大爷意识清醒，于是先
慢慢将其扶起，搀到路边
阴凉处坐下。民警询问摔
伤情况，老大爷却不愿说
话，只是摇头。民警耐心
查看，发现老大爷并无大
碍，只是腿部有点擦伤。
民警为老大爷送上水，让

其先休息，然后想方设法联
系了其儿子李某，使得老大
爷安全回到家人身边。

无独有偶。5月20日
19时许，该大队接到一起
类似求助警情，有群众称
一名老人在北环路与岭南
路交叉口附近摔倒受伤，
需要救助。民警陈红旗带
领巡防队员毋小跃迅速赶
到现场，看到一名老大爷
坐在水泥地上，表情很痛
苦。民警赶紧联系120急
救人员和老大爷的家属，
并为其送上饮用水等，耐
心进行照顾。之后，120救
护人员赶到现场，检查后
确定老大爷并无大碍。老
大爷的家属赶到现场后，
称当天他们没有看护好，
导致老大爷独自外出摔
伤。现场，老大爷的家属向
民警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没有固定休息时间，办案期
间更是没日没夜，这就是刑警的
日常。

5月22日 23时 30分许，武
陟县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副
队长肖帅帅离开办公室。忙碌了
一天的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走
进宿舍，宿舍床头放的是案件材
料。

肖帅帅是武陟人，家就在县
城。不过，他上次回家还是五六
天前。和自己的小家比起来，队
里更像他的家。

有组织犯罪侦查队是该县公
安战线的一支尖刀队伍，负责扫
黑除恶工作以及侦办各类大案、
要案。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刑
侦事业，这样形容肖帅帅一点不
为过。在队里，大家一致评价肖
帅帅是刑侦战线的“拼命三郎”。

近年来，肖帅帅先后荣立个
人三等功一次，获得“焦作市公安
局优秀侦查员”“焦作市优秀政法
干警”“焦作市扫黑除恶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也是
对其能力、作风的一种肯定和认
同。

肖帅帅从小梦想当警察，梦
想除暴安良。7年前入警时，他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刑侦队伍。然
而，真正工作时，他才知道现实和
想象中不一样。“不像电影里演的
那样，又潇洒又风光。我们更多
的是熬夜研判，奔波抓捕，特别辛
苦……”肖帅帅说。

正当肖帅帅的思想有波动
时，一起案子让他的心又沉下来
了。“那是我刚进警队没多久，跟
着老民警侦办了一起诈骗案。
当时，某村很多老年人被骗，他

们一辈子的血汗钱没了，我们破
案后成功追赃……”肖帅帅说，
他永远忘不了老人们拿着失而
复得的钱款时热泪盈眶，更忘不
了他们激动地握着警察的手连
连感谢。

肖帅帅说，那一幕他忘不了，
也坚定了信念：既然选择当刑警，
就要干出个名堂来。

工作中，肖帅帅将信念转化
为实际行动。2020年5月，他接
手一起重要案件的侦办工作。当
时，一个涉恶团伙以暴力手段多
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前期秘密
调查阶段，肖帅帅整整两个月吃
住在警队。警方调查期间，一些
受害人有顾虑，害怕遭到该犯罪
团伙的报复，调查遇到很大阻
力。凭着过硬的能力和一股韧
劲，肖帅帅一步步攻坚，硬是细致
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框架。之
后，警方展开进一步行动，对该犯
罪团伙的1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进行抓捕。肖帅帅周密部署，带
领队友雷霆出击。第一天，4名
犯罪嫌疑人落网；第二天，6名犯
罪嫌疑人落网；第三天，最后1名
犯罪嫌疑人迫于压力主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工作却远
没结束，还需进一步收集涉案证
据。肖帅帅还是选择冲在最前，
四处奔波，加班加点，为案件的全
链条侦破作出了贡献。最终，该
犯罪团伙成员受到了应有的惩
处。

办理案件，肖帅帅确实能
拼。2019年夏季，为了抓捕一名
贩毒嫌疑人，肖帅帅连续奋战了
一个星期。犯罪嫌疑人落网后，
交代其上线王某在广东一带活

动。没有一刻修整，肖帅帅和队
友迅速奔赴广东某市。王某反侦
查能力很强，加上肖帅帅他们对
当地情况不熟悉，办案困难重
重。肖帅帅和队友顾不上休息，
经常忙到深夜，拼搏攻坚，确定王
某在某个城中村活动。肖帅帅带
头蹲守，咬牙坚持。那一次，肖帅
帅在外地连续工作20多天，最终
成功将王某抓获归案。

2021年，办理一起盗窃案件
时，肖帅帅带队进入一个农家小
院。犯罪嫌疑人藏到一个大衣柜
后，却还是被敏锐的肖帅帅发
现。犯罪嫌疑人人高马大，身体
强壮，面对民警疯狂反抗。极其
危险的一刻，肖帅帅带头冲上去
和犯罪嫌疑人搏斗，最终将其控
制。

曾经，两名网上逃犯同时在
武陟出现，肖帅帅凭着过硬的业
务素质制订抓捕方案，仅用6个
小时就将两人抓获；一名涉嫌电
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一直潜逃，
肖帅帅利用自己研究的技战法，
成功锁定其活动轨迹，让案件顺
利告破……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肖帅
帅说，从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他
忠诚公安刑侦事业的心永恒不
变。未来必定还有更多挑战，不
论多危险、多辛苦，他永远会选择
冲锋在前。

上图 肖帅帅（右）在和队友
分析案情。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摄

选择当刑警，就要干出个名堂来
——记武陟县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副队长肖帅帅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
一辆拉满货物的轻型货车
后车轴承断裂，车辆严重
倾斜并挡住了高速公路的
两条车道，如果侧翻或引
发其他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近日，我市高速交警
在晋新高速公路上就紧急
救援了这样一辆外地货
车，让司机非常感动。

5月18日13时10分
许，市公安交警支队高速
公路管理处接到群众报
警，称在晋新高速公路晋
城至焦作方向44公里处，
一辆拉满货物的轻型货车
因后车轴承断裂发生故
障，无法行驶。该处焦晋
大队民警火速赶赴现场，
同时通知路政及救援车辆
前来增援。到达现场后民
警看到，该货车正好停在
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
车上装满了袋装腐竹，车

身倾斜严重。必须赶紧转
移货物和车辆，避免二次
事故的发生，同时避免货
车侧翻货物抛撒造成进一
步损失。

此时，货车司机还没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民警
赶紧在货车后方150米处
摆放了反光锥桶等安全设
施，并在现场执勤疏导交
通，确保事发路段车辆安
全通行。十几分钟后，转
运车辆和救援车辆相继到
达现场。民警进一步分
工，一边继续疏导交通，一
边协同救援人员帮忙搬运
货物、清理路面。经过一
个小时的努力，货物成功
转移，道路恢复正常通
行。看到民警和救援人员
满身是汗，竭力帮忙挽回
损失，外地货车司机非常
感激，连声道谢。

外地货车轴断被困
高速交警救助暖心

连续救助受伤老人
巡警细心照顾获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