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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有多个高品质小区虽已交付多年，景观依旧
亮丽，现在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各个小区逛一逛吧！

本期《记者带你逛小区》栏目，我们走进建业壹号
城邦小区。

租售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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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鸿运国际商城，市
人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
附近有一商铺 G3117，
面积 54.83 平方米，价格
面议，欲购从速。电话：
18239186666

鸿运国际商城，市
人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
附近有一商铺 G3118，
面积 54.83 平方米，价格
面议，欲购从速。电话：
18239186666

鸿运国际商城，市
人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
附近有一商铺 G3119，
面积 53.76 平方米，价格
面议，欲购从速。电话：
18239186666

金山·东方花园，市
人民路焦作大学东有一
复式房源，位于7号多层
楼6层（6+7跃层），面积
295.97 平方米，现出售，
欲 购 从 速 。 电 话 ：
15036546520

解放区烈士街附近
电梯房一套，二楼，面积
125.51平方米，可签购房
合同，可银行按揭。电
话：18439115777

市太行路与岭南路
交会处北 300 米云河丹
堤新房一套，面积132.26
平方米，2号楼 2单元东
户14层（总高22层），四
室两厅，现出售，欲购从
速。电话：18625880985

记者带你逛小区
2023年的春节比往年略早

一些，因此每年 12月份的年末
冲刺，今年在 11月底提前拉开
了帷幕，记者在走访时发现，今
年不少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情况
不尽如人意，为了能过个好年，
原本靠暖场活动拉人气促成交
的各大在售楼盘，今年直接选
择在此期间开盘、加推，有的甚
至推出“优惠”“特价”“清盘”等
巨额让利优惠，尽可能地吸引
购房者眼球。

据了解，和兴·东方名城目
前推出购房享 9.9 折，并立减 2
万元的优惠，定房即送1000元
家电大礼包。盛业润华园项目
推出购房可享交 5 万元抵 8 万
元，一次性付款 9.5 折，按揭付
款9.8折的优惠。焦作建业府以
硬核的产品力为主城改善生活
而来，一期仅120席，清盘告急；
二期入会盛启，诚邀入席。即
日起购买璞玥府项目即可享受
六重好礼。璞韵居项目推出实
景准现房清盘特惠活动等。

业内人士表示，临近年底，
开发企业面临销售任务和回款
任务的双重压力，这段时间，我
市大小房企纷纷发力，抓紧时
间使尽浑身解数来冲刺年关。

“房企能否完成全年销售总额，
最后一个季度是关键，今年市

场形势不太好，我们得抓住每
一个促销机会。”一楼盘负责人
对记者坦言，大多数房企都会
依据全年业绩的完成情况来确
定推广力度，相信今年我市各
房企都会早早制定优惠活动，
紧抓年末这个营销良机。该负
责人还表示，受大环境影响，我
市不少购房者在观望中考虑到
底是在年底出手还是等到明年
再买。为了打好年末冲关战，
开发商们更希望在此时出奇制
胜，伺机而动，一些开发商寄希
望于用特惠活动来催暖楼市。

目的是为了最后一搏，冲刺年
终销量，对消费者来说，这段时
间或许是短期内购房的最佳时
机。

楼市持续低迷，对部分房企
已经造成了较大影响，维持“以
价换量”的市场策略并不少见，
尤其对那些高库存的房企来
说，近期一定会继续加快推盘
节奏，加大优惠力度，想方设法
揽客，以此扩大销量为年终冲
刺最后一搏。

上图 市民在了解产品详
情。 王 倩 摄

图① 建
业壹号城邦小
区景色优美，
让 人 身 心 舒
畅。

图② 走
进建业壹号城
邦小区，感受
落叶纷飞的季
节美。

王 倩
摄

作为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
公司的经典作品，璞韵居项目自
面市以来，备受购房者的关注。
究其原因，除了其位于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迎宾路与文苑路交会
处附近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外，
该项目还是经得起推敲的好房
子。

据悉，周边配套成熟的璞韵
居项目择址市迎宾路与文苑路
交会处西100米路北，总建筑面
积约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
约 5 万 平 方 米 ，绿 地 率 达
35.01%。未来，住在与万鑫商
城仅一路之隔的璞韵居业主，
出门即可享受示范区的繁华和
生活的便利与舒适。从该项目
出发向北约2.5公里，即可抵达
丹尼斯百货焦作店，西北方向
约3公里范围内是焦作万达广
场和王府井百货等商业购物中
心，购物、娱乐、休闲、餐饮轻松
畅享，尽享城市繁华时尚生
活。此外，依托新河景观资源，
璞韵居项目整体的设计风格为
新中式观景大宅，推窗赏景，四
季花香，让业主每天的生活像
度假一样。

除了用心择址外，璞韵居项
目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验收，
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尽善尽美，每
一处细节都与更好的人居方式相
契合。据悉，该项目以人性为本

融合众多的现代居住元素，以先
进的理念更新了人们对普通住宅
的认识，亚太天能指纹密码锁、隔
热断桥铝双层中空Low-E玻璃
窗、A级装甲防火防盗门以及在
电梯行业中拥有“劳斯莱斯”美称
的蒂森克虏伯品牌电梯等精选的
建材，成就了璞韵居品质华宅，让
居者可以轻松拒烦扰于外、守秩
序于内。

璞韵居秉承品质为先的原
则，凭借丰富的经验沉淀，用实
力为业主提供一个安全、舒适、
便利的生活环境。目前，该项目

推出实景准现房，清盘特惠活
动，好房不等人，品质户型日益
递减中。想了解详情的市民不
妨到该项目营销中心了解详情。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因项目施工需要，璞韵居营销中
心搬迁至原营销中心向西50米
路北，也就是，市迎宾路与文苑路
交会处西150米金冠嘉华工商银
行东边。 王 倩

上图 市民在璞韵居项目营
销中心了解产品详情。

王 倩 摄

房企开启年末冲关模式
本报记者 王 倩

璞韵居

实景准现房清盘特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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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痕迹化石标本国内最全

在沧海桑田的地球变迁过程
中，化石就像一组组记录着地球和
生命演变的密码，地质学家们通过
化石这一特殊的文字与图画来解读
地层年龄，解读地球生命诞生、演变
的奥秘。迄今为止，地质学家们通
过解读化石中蕴含的丰富信息，为
大家展示了一幅地球历史的鲜活画
卷，让人们初步了解地球46亿年以
来的生命演化史，化石也因此被当
成是开启地球历史之门的重要钥
匙。

地球科学馆馆藏了大量生物痕
迹化石标本，是国内类型最全、数量
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精品。其中，还
馆藏有国际痕迹学奠基人、德国图宾
根大学塞拉赫教授赠送的一套痕迹
化石模型，为国内独有。

该馆馆藏的生物痕迹化石标本
在国内领先，这还得从建校之初说
起。

河南理工大学是一所因煤而建、
因煤而兴的百年名校，在长期的教学
科研实践中，积累和收藏了大量隐藏
在煤系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其中，
河南省古生代和中生代煤系化石，成
为研究河南“北型南相”含煤地层这
一特殊大地构造单元的重要古生物
依据。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在
1983年建成了地质陈列馆和痕迹化
石陈列室，主要用于教学、研究、国内
外地球科学专家、学者的交流。也是
从此时起，为了丰富馆藏，该校师生只
要到野外勘探科研，都会将自己发现
的典型化石或矿物标本采集回来赠送
给学校，丰富种类，用于教学科研。

2000年，河南理工大学在新校
区筹建地球科学园区，在原有地质
陈列馆、痕迹化石陈列室的基础上，
建设了地球科学馆，进一步满足地
球科学更高的教学要求，强化该校
优势专业。如今，地球科学馆馆藏
的一部分珍贵化石都是校友捐赠或
学术交流获得。

目前，受疫情影响，地球科学馆
闭馆。但在2021年5月，记者有幸
参加河南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组
织的一次科普活动，曾到地球科学馆
参观过。当看到古生物化石的那一
刻，震撼感直抵内心。

那次科普活动，河南理工大学资
源环境学院副院长郑德顺担任讲解
员。在一组古生物化石展柜前，他娓

娓道来：“在距今大约1.2亿年的白垩
纪早期，我国辽宁西部有一个承先启
后的古老生物群，这个时期的恐龙和
鸟儿一样长着羽毛，可以飞上树梢。
成群的狼鳍鱼、三尾拟蜉蝣在水里游
着……有一天，火山突然爆发，大量
生物瞬间窒息、中毒死亡，沉入湖底，
在大量火山灰的埋葬下，与外界隔
绝，变成化石……”

在狼鳍鱼化石上可以清晰地看
到一条条形态的一群活鱼。各异的
鱼儿，好似正在水中畅游；中华龙鸟
矫健的身姿被永远保存，让人不由地
想到，在亿万年前，这只龙鸟是多么
骄傲。

科普是一粒种子

“地球科学是保障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科学。普及和发展地球科
学，关系到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

存，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程。”
郑德顺说。科普的意义就是通过通
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接受地球科
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
神。

为了让大众更好地了解地球的
变迁过程，地球科学馆通过实物展示
和影视教学，将地球复杂的变迁过程
变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向大众普
及地球科学知识。

该馆主展厅分为地球演化、化
石、矿物与矿产资源3个展区。地球
演化展区以“图画+文字”的形式，向
大家展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在
宇宙中的位置、物质组成、各圈层及
其演化、蕴藏的丰富资源，并从不同
角度反映了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
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
题。

化石展区中，各种化石被串成一
个个故事，让人们不由地联想到亿万

年前热河生物群等生物群中的动物、
植物生活的样子。

矿物与矿产资源展区中，煤、花
岗岩、蓝宝石、红宝石等矿物让大家
眼前一亮。大家耳熟能详的宝石，
竟然和岩石一样都属于矿物，而这
些矿物的形成则经历了上亿年的演
变。

地球科学馆的影视厅备有各种
自然景观、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生物
与生命科学、地球与生物演化、地质
作用、天文与海底奇观等科教影视
片，从视觉角度满足各类科普、教学
活动的需求。

2003年地球科学馆建成以来，
先后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河南省科技技术协会
授予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焦作市科
学技术协会授予焦作市科普教育基
地。近日，该馆再次被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授予2021年度~2025年度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

种在大家的心里

地球科学馆在实验实践教学、科
研、交流、科普等方面，为我市乃至河
南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据统计，
近3年来，该馆累计接待教学实习、
各类科普培训、校友参观等任务300
余次，接待人数约7500人次，培育
学生科普讲解员40余人，开展科普
夏令营、科普专题讲座、地球科学知
识竞赛、地球日小学生走进大学校
园等特色科普活动100余次。参加
科普活动的中、小学生以及青少年
对地球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
专家、教授互动过程中，种种奇思妙
想将成为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索未知
科学的动力。

地球科学馆不仅展品丰富，形
式多样，这里的讲解团队更是豪
华。之前，记者参加的科普活动也
是郑德顺亲自讲解。据了解，河南
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一些主要
负责人以及学科带头人都是这里的
义务讲解员。在这些专家、学者眼
里，孩子就是支持地学研究的新生
力量。

郑德顺说，到科普基地参观学
习，不同于理论学习，前者是和化石
零距离接触，去了解生命演化的过
程，不仅会点燃学生的好奇心，也能
激发他们想要探索地球科学的兴趣。

地球科学馆就是一个载体，把科
学的种子种在大家的心里，这就是科
普的力量。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 史 凯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王 莹 组版 许 涛 新闻报料：3909990A04 特别报道

探秘“国字号”地球科学馆
本报记者 朱颖江

科普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公众参与科学。为
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地球、认知地球，激发大众对地球科学
的兴趣，提高科学知识素养，进而投入到科学研究中，河
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馆自2003年建成以来，始终肩负着
对我市大、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大众普及地球科学知识、
提升素质教育的重任。近日，河南理工大学地球科学馆
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2021年度~2025年度全国科
普教育基地。

这个“国字号”科普教育基地都有哪些功能？带着好
奇心，跟随记者去探秘地球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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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玄武蛙化石。
图② 新近纪乌龟化石。
图③ 孩子们在地球科学馆研究红宝石矿石。
图④ 家长和孩子在研究鹦鹉嘴龙化石。
图⑤ 孩子们在太行山寻找化石。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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