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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学子十年寒窗，功成名
就只待今朝。一年一度的高考即
将到来，又将有一批学子奔赴考
场、放飞梦想。为了给考生营造
一个宁静、轻松的迎考环境，我市
多家房地产企业严格限制建筑施
工时间、不少小区的服务中心也
提出了“静音护航”的倡议，旨为
确保广大考生在高考期间有一个
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有
效防止和减少噪声污染。

记者在建业·春天里、璞玥
府、蓝城·桂语江南等楼盘项目
的施工工地了解到，为了给考
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休息
环境，施工方不仅严格按照焦
作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加强中高考
期间噪声污染控制的通知，严
禁22时至次日6时施工，甚至
还有部分项目工地将施工时间
改为6时 30分至 11时 30分，
13时 30分至18时，并且在施
工工地开启了低噪声模式，施
工时以噪声小的工程为主，旨
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适的
休息和考试环境。

“高考临近这几天，对于考
生来说是无比珍贵的，他们迫切
地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环
境，有关高考减少噪声施工已是

惯例，是我们每一家有责任感的
房地产企业应该做的，希望可以
用我们的行动，为这座城市增添
几分爱心色彩。”焦作市城易达置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连日来，我市建
业·森林半岛、远大·未来城、嘉
隆国际、都市花园教育小区、金
山·东方花园等多个小区先后提
出了“静音护航”的倡议，其中部
分小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按
照“业主装修登记信息名录”的
信息，已经通知正在装修的业
主，提醒他们在高考期间暂停
装修工程，为待考考生创造最
佳备考环境，减少噪声对考生
的影响。“我们不仅提出高考期
间小区内禁止噪声施工，还建
议业主取消车辆防盗报警系
统、照顾好爱犬避免犬吠扰民、
在小区内切勿大声喧哗以及禁
止夜间打麻将产生噪声等，防
止噪声干扰考生正常休息和学
习。”金山·东方花园小区的服务
中心负责人表示。

此外，在高考期间，我市建
业·美茵湖、壹号城邦等小区为助
力高考专门强化了日常基础的物
业保障服务，物业管家对家有考
生的业主进行走访，做好跟进服
务；提示小区业主照顾好考生，做

好沟通调解工作；做好装修巡检，
严格限制装修施工，防止噪声干
扰学生复习休息。维修部门做好
检修工作，主要对管道、线路等提
前进行保养工作，防止出现停电、
跑水事件；合理做好电梯维保时
间，确保电梯正常使用；做好重点
巡视管理工作，发现噪声将及时
制止；提醒进入小区车辆要减速
慢行，禁止鸣笛等。

我市诸多房企除了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还不忘营造社
区文化，用实际行动承担着社会
责任，传递着爱心与温暖。

上图 都市花园教育小区
工作人员在张贴有关护航高考的
温馨提示。 王 倩 摄

盛业清华园

一次性付款享9.6折优惠

荣安·竹径云山

购房直减5.5万元

眼下，受整体经济环境和季
节性影响，焦作楼市整体状态一
般。不能躺平也不愿躺平的房
企们在去库存的道路上从未停
歇。又是一年玉粽香，今年的端
午节与六一国际儿童节不期而
遇，平添了几分热闹，备好“粽”
情“粽”意礼、搭好亲子互动台，
我市众房企早早备好了一切，借

“庆六一迎端午”之名将新老朋
友邀约一堂，送粽子、送祝福，让
购房者在过节的同时，感受到开
发商的温情。

每个节日，都有属于自己的
特色味道。粽子是端午节的标
配，端午节期间，我市活跃的主
力房企都为业主准备了香粽礼
盒。城易达集团的老业主们注
意啦，快来项目营销中心领粽子
吧！该集团旗下的璞玥府和璞
韵居为答谢老业主，特别准备了
香粽礼盒，此外，还推出“小手绘
夏日，欢乐过六一”活动，创意团
扇、风车DIY，儿童水枪免费送，
6月1日至5日，欢迎新老朋友带
着孩子来现场玩耍。6月3日至
5日，征云·云筑（武陟）乐享端
午，万斤鲜鱼免费抓，另有100%

中奖的幸运刮刮乐全程派送，智
能电视机、高档电饼铛、品牌洗
衣液、手提纸等礼物在等着你。
和汪汪队一起玩转端午小假期，
风靡全球的汪汪队要来征云·领
秀城（沁阳）做客了，酷爱汪汪队
的宝贝们千万别错过喽！端午
嗨玩，“鱼”乐五穷！和兴金尊府
邀您一起过端午，6月1日至5
日，来和兴金尊府趣味投壶、抓
鱼，趁着这个假期，为孩子留下
最美好珍贵的童年回忆。

“今年端午节我们项目以温
馨为主，不过度宣传，毕竟因为
疫情的原因大家不方便外出游
玩，来营销中心欢乐一下，就当
就近旅游了，所以温馨、团圆是
我们设计活动的主要出发点。
享受生活的美好，才能感受居住
带来的美妙嘛。”人民路某项目
营销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

每年端午节前后，都是房地
产市场的一个重要节点，年中冲
量在此一举，所以针对市场现有
存量，众房企各出奇招，在举办
活动的同时，会推出花样繁多的
优惠政策。

“静音护航”房企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 倩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
日，记者在位于市民主北路
与太行路交叉口往北的荣
安·竹径云山楼盘营销中心
了解到，该项目推出特惠购
房活动，总价直减3.5万元，
签约还可额外享 2万元优
惠。荣安·竹径云山位于市

影视路与青云路交会处北
300米，该项目以山水美墅、
精工洋房为载体，将中国人
传统居住的院子融入现代建
筑中，让生活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可谓屋里屋外尽是风
景，一砖一瓦皆为匠心。

本报讯（通讯员雷汪娟、
尚银晶）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
际，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进一步感受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有效落实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
作，5月31日上午，焦作市富
源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组织志愿
者到解放区民生街道办事处开
展“我们的节日”——端午节，
送关爱、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首先了解
了民生街道办事处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基本情况，并向工
作人员表达了节日的祝福。随
后，进行了谈心交流，了解基层
工作的实际需求，为他们送去
了粽子、牛奶、粮油等物资。通
过活动的开展，不仅弘扬了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
使基层工作人员感受到了关爱
和温暖，同时也传递了新时代
自然资源人奉献社会的正能
量，树立了良好形象。

本报讯（记者陶静）“绿杨
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
粽”，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即将
来临，为了弘扬民俗文化，继
承传统习俗，增进家人之间的
感情，6月3日至5日，和兴集
团旗下和兴南郡名城、和兴金
尊府、和兴鑫悦府、和兴外滩
玺苑、和兴东方名城各项目将
在其营销中心举办端午节主
题活动，邀请广大业主和客户
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做香囊，
体验DIY手作的乐趣，感受
端午假期的别样滋味。

佩戴香囊是端午节的传
统习俗之一，一枚小小的香
囊，淡香温润而绵长，各个形
状不同的香包结成一串，颜色
鲜艳，光彩夺目，这个精致的
锦囊更成为我们对端午节的
一种记忆。活动期间，和兴集
团旗下各项目将准备好香囊
DIY的工具，来宾可以尽情发

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香
囊制作过程中体验动手、动脑
的乐趣。亲手制作的香囊精
致而饱含情意，送给亲朋好友
也是不错的节日礼物。

除了各项目都有的香囊
DIY活动之外，和兴金尊府
项目还将举办趣味投壶、趣
味抓鱼等游戏；和兴南郡名
城将举办投壶赢好礼，五彩
手绳DIY；和兴东方名城将
举办趣味钓粽子、永生花团
扇DIY；和兴鑫悦府和和兴
外滩玺苑还将举办糖果大作
战游戏，端午龙舟、五彩手绳
DIY等。此外，和兴集团旗
下各项目推出了特价房、定
房砸金蛋赢好礼、到访领礼
品等购房优惠活动，让你玩
的开心，购的实惠。

下图 购房者在提前了
解端午节优惠详情。

筱 静 摄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
日，记者在位于市山阳路与
成丰路交会处附近的盛业清
华园楼盘销售中心获悉，该
项目推出了购房一次性付款
享9.6折并直减1万元，按揭
付款享 9.9 折优惠。据了
解，盛业清华园项目建筑面

积17.3万平方米，规划建筑
4栋多层电梯洋房、1栋11
层小高层以及 12栋高层。
该项目东临山阳路，南依建
设路，北靠和平街，地理优势
得天独厚，周边大型超市、金
融机构、医疗机构近在咫尺。

焦作楼市

“粽”情端午 热闹过节
本报记者 秦 秦

和兴集团

“缤纷端午 乐享生活”
端午节活动邀你来

市富源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开展端午节
送关爱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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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 5 月
31日电 俄罗斯天然气工
业股份公司（俄气）5月 31
日宣布，6月1日起，将暂停
向丹麦沃旭能源公司以及
通过壳牌能源欧洲有限公
司向德国供应天然气。

俄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消息，截至5月31日，上述两
家公司未向俄气支付4月1日
起所供天然气的费用，且他们
称不打算使用卢布支付天然
气合同。因此，俄气6月1日
起将暂停向这两家企业供气。

据新华社德黑兰 5 月
31日电 伊朗外交部发言
人哈提卜扎德5月31日指
责美国“优柔寡断”，导致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
判停滞不前。

哈提卜扎德当天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核谈判

停滞不前，是由于美国对伊
朗和欧洲提出的倡议缺乏
回应。伊朗和美国过去几
天交换了信息，但美国尚未
给出预期的回应。如果美
国停止“犹豫”，并作出政治
决定，伊核谈判就可以达成
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
电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
来之际，海关总署通报了
2021年 6月至2022年 5月
检出的部分进口婴童用品
质量安全不合格典型案例，
拉夫劳伦、KENZO KIDS、
PETIT BATEAU（小 帆
船）、ZARA、狮王等品牌被
点名。

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
共涉及服装、童鞋、玩具、牙
刷、食品接触产品等5类82
批次进口婴童用品。所检
出的不合格项目主要有：进
口服装甲醛含量、色牢度、
PH值、附件抗拉强力、耐久
性标签等；进口童鞋钢勾心
长度等；进口玩具小零件、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强制性
产品认证等；进口牙刷磨
毛、单丝弯曲恢复率、牙刷

刷头厚度等；进口婴童用食
品接触产品脱色试验、丙烯
腈迁移量等。

其中，拉夫劳伦婴童服
装存在附件抗拉强力不合
格，容易造成附件脱落，可
能导致婴童误食，引起窒息
风险以及使用说明不合格，
可能导致使用不当或误用
而 造 成 伤 害 ；KENZO
KIDS 男童针织 T 恤存在
PH值不合格，破坏酸碱度，
引起皮肤过敏、刺激皮肤，
危害婴童健康；小帆船和
BONPOINT婴童服装存在
色牢度不合格，影响美观及
穿着适用性，可能刺激婴童
皮肤，成为病变诱发因素；
狮王儿童软毛牙刷存在磨
毛不合格，可能对牙龈及口
腔软组织造成损害等多种
安全风险。

拒绝卢布结算

两家欧洲企业被停气

伊朗指责美国“优柔寡断”

导致伊核谈判停滞不前

拉夫劳伦等国际大牌

部分进口婴童用品不合格

近年来，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中老年群体中的常见病悄悄潜入校园，盯上了少
年儿童。如何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记者对此进行了调研。

记者不久前在一家学校
走访时发现，操场上有不少

“小胖墩”。该校校长对记者
说，去年的一次全校体检，筛
查出17名高血压学生，主要
集中在七年级、八年级。

“有的孩子血压高压
160毫米汞柱以上，普遍都
有肥胖。”这位不愿具名的校
长说，这些孩子不适宜长跑，
往往只能在操场边的阴凉处
休息。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天
津市2021年对7.2万名幼儿
园大班儿童和9.1万名小学
二年级学生进行慢性病危险

因素筛查，结果显示，幼儿园
大班儿童血压异常检出率为
14.4%，血脂异常检出率为
7.4%；小学二年级学生血压
异常检出率为15.3%，血脂
异常检出率为13.5%。

“这一比例并不低。而
且二年级学生的肥胖、血脂
异常、空腹血糖受损检出率
约为幼儿园大班儿童的两
倍。”天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
心儿保指导科主任冷俊宏
说，近年来，儿童高血压、2型
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发病率
不断攀升，这些慢性疾病已
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脊柱疾病在校园内也比
较普遍。北京大学儿童青少
年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军介
绍，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
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有所上
升。2019年，全国学生常见
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结果
显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
常检出率为2.8%。

儿童期各种慢性病不仅
影响身体发育，还将增加成年
后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如
果儿童期血脂偏高，成年后高
血压、冠心病、心脑肾功能遭
到损坏的概率也极大增加，危
害不容忽视。”冷俊宏说。

天津市的一家学校食堂
里，复课期间最受欢迎的是
炸鸡块。这所学校的一次餐
品问卷调查显示，孩子最喜
欢的食物中，炸鸡块、炸薯
条、炸鸡柳位列前三。

“不良饮食习惯是青少年
患‘老年病’的重要原因。”马
军说。2019年，全国学生体
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在此
前一周中，近90%的样本吃过

甜食，近85%的样本吃过油炸
食物；同时，近40%的样本没
有每天食用新鲜水果，近20%
的样本没有每天食用新鲜蔬
菜。

另一方面，孩子们的运
动量并未增加。天津市北辰
区普育学校教学主任罗辉认
为，目前中小学体育教育主要
以跳绳等技巧性运动为主，缺
乏力量训练，一些体育活动的

安排本身也相对枯燥，孩子自
我坚持的意愿不强。

同时，很多家长是双职
工，劳累一天后很难再陪孩
子进行体育活动。天津一所
小学不愿具名的体育教师王
老师说，“双减”后，孩子课余
时间多了，家长倾向于给孩
子安排阅读、音乐等素质拓
展活动，对于体育锻炼的重
视程度仍然不足。

“在儿童早期进行干预，
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未来慢
性病的发病风险。”冷俊宏
说，成年后的慢性病干预往
往效果甚微，即便控制了，危
险因素也难以回到疾病低风
险的状态。

罗辉发现了体育课与学
生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初三
学生（九年级）相关疾病患病率
较低。“面临中考体育测试的压
力，不少学生运动量加大，身体
素质普遍提高。”罗辉说。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施行
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2022年版）》要求，全国
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均
要开设体育与健康课，其占总

课时比例的10%~11%，仅次
于语文、数学。

罗辉呼吁，学校应增加
竞技性体育比赛，激发孩子的
运动兴趣。如篮球、足球等竞
技性体育活动，适宜作为一项
终身运动来培养；跳绳、踢毽
子等则有更广泛的参与度，适
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一些慢性病与超重肥胖
关系密切。为了遏制少年儿
童超重肥胖的增长趋势，天津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门
联合开展防控，以2002年至
2017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
增幅为基线，力争到2030年
将全市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
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

基线基础上下降80%。
家长是少年儿童健康第

一责任人。天津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非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注册营养师潘怡呼吁，家
长要合理搭配孩子的日常饮
食，减少油炸、烧烤等烹调方
式，控制油、盐、糖的使用量，
引导儿童不挑食、不偏食，少
吃各种加工零食，少喝或不
喝含糖饮料。

马军还提醒，家长要作
好少年儿童体重及生长发育
监测，定期为孩子测量身高和
体重，作好记录，必要时及时
咨询专业机构，并在专业人员
指导下采取干预措施。（据新
华社天津6月1日电）

“老年病”盯上少年儿童

炸鸡热销背后的隐忧

健康生活方式是良方

“
少儿患上“老年病”，当代少年如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