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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买房何尝不是如
此。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环
境下，楼盘停摆、烂尾频发，
购房者不再放心置业顾问的
纸上谈兵，相比之下，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景准现房才是最
佳选择。金山·城市花园自入
市以来便热度爆表，俘获一城
喜爱，皆因人们对老牌房企金
山置业深耕焦作的认可和对
金山品牌精细品质的信赖。
如今，金山·城市花园实景准
现房的呈现，是对金山实力
的印证，为购房者内心上了
一道保险。此外，该项目近
日推出的购房首付分期，首
期仅2万元起，购房还送6.6
万元全屋家电的重磅优惠活
动，更是给购房者多了一个选
择金山的理由。

选择金山·城市花园实
景准现房，是因为所见即所
得，购房者在工地现场能切
身考察真实情况进行直观判
断，并且等待交房时间短，能
将风险降到最低。金山·城
市花园实景准现房，不是效
果图的展示，也不是置业顾
问讲解，而是一栋栋楼体矗
立在那里，给你眼见为实的
安全感和一目了然的美好。
站在金山·城市花园的样板

间内，远眺楼下一路之隔的
天河公园和南水北调运河景
观，看阳光穿越薄雾，拥着水
的涟漪，呼吸着自然赐予的
清新空气，想象中美好生活
的喜悦，由此展开……

优质的产品需要时间的
打磨，金山·城市花园深谙业
主需求，以合理的空间布局，
精心的优质选材，匠筑高品
质人居。在以往的施工过程
中，金山·城市花园不断积累
经验，反复修订和补充，从而
形成一套高于行业标准的

“精工体系”工艺，并在施工
过程中严格执行，一旦发现
问题就地解决；通过狠抓工
艺和材料，保证每一项工程
节点的交付标杆，把施工误
差控制在毫米级，建立严格
的过程控制和监控体系，最
终真正做到“过程精品、楼楼
精品”。目前，该项目工程施
工如火如荼，速度与品质并
驾齐驱，从技术到施工，从管
理到建材，都流露出金山精
细化基因。楼体外立面、楼
内公共区域墙、地砖和消防
系统已全部施工完成，客户
可以进楼内更直观地感受房
子的户型、通风、采光和配套
设施。今年买，明年住，美好
生活无须久等，令人向往。

金山·城市花园周边配
套不是置业顾问口中未来遥
不可及的规划，而是实实在
在的成熟配套。金山·城市
花园作为金山置业在焦作繁
华地段打造的精品力作，周
边有诸多业态的组合，如商
业方面，向南有焦作丹尼斯
百货、焦作万达广场、王府井
百货焦作店等，向北有铜马
商圈、大张·惠利佳超市等；
教育配套方面，解放区环南
一小、解放区丰泽园小学、市
第十八中学、解放区实验学
校等市重点优质中小学分布
在项目周边；休闲娱乐方面，
小区对面就是天河公园，新
城区繁华商街摩登街近在咫
尺，人民广场几步之遥，周边
还有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
繁华的城市资源家门口即可
畅享。

此外，金山·城市花园实
景准现房还有一个不容错过
的亮点，就是该项目的户型
设计。金山·城市花园共有
118平方米、135平方米和
151平方米三种主力户型，
改善定位清晰，实现一步到
位的改善舒居生活，保证居
住群体的纯粹度。每一种户
型设计都别具匠心，尤其是
118平方米三室户型，格局
方正，三开间朝南，独立餐
厅，南北透通，超大景观阳
台，坐享南水北调运河景
观。这样灵动舒适的户型不
仅能够满足新婚夫妻，对于
三代同居或是二胎家庭也可
满足。

金山精工品质，美好如
你所见。历经时光淬炼，金
山·城市花园用匠心铸造臻
品，让理想引领生活，关于品
质家的憧憬，正一步步呈现
于家人面前。

图① 金山·城市花园
周边配套成熟，环境优美。

图② 金山·城市花园
项目实景图。

筱 静 摄

为给小区业主营造一个
洁净舒适的卫生环境，近日，
金望物业东方花园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定期清洗采光井。

在金山·东方花园小区，
地上地下的视觉连接点之一
便是采光井。采光井不仅为
地下的通风采光服务，更具
有美观性、创新性，是一个景
观亮点。记者在清洗采光井
的现场看到，金望物业东方
花园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不
畏炎热，认真清洗采光平台
上的垃圾和杂物，经过清洗
的采光井玻璃整洁如新，从
地下透过采光井，能看清蓝
天白云、绿树红花。

物业工作人员不怕脏、
不怕累，只为给业主营造一
个卫生干净、整洁美观的采

光井，该行动改善了金山·东
方花园小区采光井的卫生状
况，同时，让小区业主感受到
了物业工作人员的用心服
务 ，得 到 业 主 的 一 致 好
评。 王 倩

上图 工作人员在清洗
采光井。 王 倩 摄

虽然已经立秋，天气依
然炎热，在这种高温天气下，
家家户户的空调基本上都是
全天候工作，金山·东方花园
小区内居民用电量也明显增
多。近日，金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东方花园服务中心，
对园区内的供电设备进行了
全面排查、维修工作。

该中心的维修电工对园
区内供配电系统等进行了排
查，对供电线路存在的安全
隐患进行了处理，尤其是针
对变压器、供配电箱、操作机
构等进行了针对性的除尘、
保养。还对每栋楼的高低压
线路都进行了认真检查和全
面维修。“这么热的天气，看
他们忙得衣服全都湿了，很
辛苦。”路过的业主说。通过

此次专项排查，及时消除了
用电隐患，避免了用电高峰
期因超负荷运转发生的危
险。同时，规范了各类安全
标识、警示标识，有效确保社
区的用电安全。

筱 静
上图 工作人员在排查

电路。 筱 静 摄

为了给金山·东方花园
小区业主提供暖心的服务，
金望物业东方花园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积极巡查小区各种
设施设备，一旦出现损坏便
第一时间进行维修。这不，
前两天维修组工作人员在接
到单元护栏损坏的报修电话
后，便赶赴现场开展了修复
工作。

金望物业东方花园服务
中心负责人表示，从业主拿
到钥匙的那一刻起，业主的
日常生活就和物业服务一刻
也分不开。物业服务工作比
较琐碎，小到一个路灯，大到
公共区域和共用设施设备维
修等，都属于小区物业管理
服务的范畴，只要接到报修
物业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积
极解决各种问题，尽力营造
美好的生活环境。

其实，业主和物业公司

是利益共同体，其关键在于
遇见问题不是相互苛责，而
是相互理解和支持。总的来
说，只要物业服务中心从点
滴做起，尽心尽力履行好职
责，业主也积极配合物业公
司的各项工作，双方相互沟
通、相互理解，就一定可以打
造出人人向往的宜居小区。

王 倩
上图 工作人员在修复

护栏。 王 倩 摄

家园环境 焕然一新

电路维修 保障安全

暖心服务 点滴做起

实景准现房 重磅优惠价
金山·城市花园给你眼见为实的心动

本报记者 陶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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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 记者8月 17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关于推进
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
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近
日印发，要求自2025年秋季
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不再
使用“函授”“业余”的名称，
统一为“非脱产”，主办高校
可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需求
等，灵活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形式教学。

根据实施意见，主办高
校应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
学定位、办学条件，遵循聚焦
特色、控制规模、保证质量的
原则，举办相应的学历继续
教育，强化学历继续教育的
公益属性。普通高校举办的

学历继续教育统一通过成人
高考入学，统一专业教学基
本要求，统一最低修业年限，
统一毕业证书。

实施意见还针对教育教
学环节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
要求。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开齐开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规范教学组织实施，加
强对线上教学和线下面授的
全过程管理；严格落实办学
基本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编
制工作指南要求，保证人才
培养规格和质量；进一步加
强教材建设管理，加大对优
秀继续教育教材的支持力
度；严格规范校外教学点设
置条件和程序，控制布点数
量和范围等。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在教育、住房、
就业等生育支持政策上提出哪
些具体举措？相关措施如何落
到实处？国家卫生健康委8月
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权威回
应百姓关切。

●五大关键词聚焦托育
服务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
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
要达到4.5个的目标还存在一
定差距。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
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
庆介绍，指导意见重点围绕以
下五大关键词在托育服务发展
上下功夫：

基本，即强化基本公共服
务。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
完善婴幼儿照护等基本公共服
务设施，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
力建设项目，突出对幼有所育
的基本民生保障。

普惠，即着力增加普惠性
服务。发展公办托育机构，鼓
励社会力量投资，探索家庭托
育模式。

投资，即加大投资支持力
度。拓宽托育建设项目的申报
范围，中央预算内投资给予建
设补贴，对符合条件的普惠性
项目给予适当支持。

收费，即规范各类服务收
费。明确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
准由地方政府来制定，加强对
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监管，合理
确定托育服务价格。

减负，即减轻机构经营负
担。托育机构的水电气热按照
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建立托育

机构关停特殊情况应急处置机
制，落实疫情期间的纾困政策。

●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
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近年来，生育保险参保人
数持续增长，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2021年生育保险参保人
数达2.4亿人，是2012年的1.5
倍。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地方
可以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
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

“完善生育保险相关待遇
保障，既要兼顾基金支撑能力，
又要体现积极支持生育方向。”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
刘娟说，这需要综合施策，共同
构建积极生育支持体系。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构
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鼓励
实行灵活的工作方式，推动创
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切实
维护劳动就业合法权益等相关
措施。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
长洪莎表示，下一步，全国总工
会将围绕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
环境，围绕职工关切，切实做好
女职工休息哺乳室建设，发挥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作用，帮助
职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

●加大对多子女家庭
公租房精准保障力度

针对多子女家庭可能遇到
的住房困难问题，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
措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
障司副司长潘伟称，近年来，城
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已经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其他
住房收入困难家庭居住条件得
到有效改善。截至2021年年

底，通过公租房保障已帮助
111.4万有未成年子女家庭、6.9
万三孩家庭、2.3万计划生育特
殊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

潘伟表示，下一步，住房城
乡建设部将从三个方面加大对
多子女家庭公租房精准保障力
度，包括在配租公租房时，可根
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
型选择上给予适当照顾；优化
公租房轮候与配租规则，对符
合条件且子女数量较多的家
庭，可直接组织选房；完善公租
房调换政策，因家庭人口增加
等因素产生需求的，根据房源
情况及时给予调换。

●推动积极生育支持
措施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人口生育是一项涉及多
重因素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
系统观念，注重统筹协调，形成
工作合力。”郝福庆称，国家发
展改革委从纳入发展规划、完
善政策体系、实施专项工程三
个方面将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融
入各项工作。

其中，将聚焦婴幼儿无人
照料的关键痛点，不断完善土
地、住房、财政、人才等方面支
持政策，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
动；积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
扩容。

与此同时，婴幼儿的健康
成长是每一个家庭的心愿。“优
生优育工作在减少婴幼儿出生
缺陷、提高出生人口质量、保障
儿童身体健康等方面肩负重要
责任。”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
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说，根据
指导意见，各省、市、县级均应
设置1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
妇幼保健机构；加强儿童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优化生殖
健康服务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
国家卫健委解读完善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2025年秋季起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不再使用“函授”“业余”名称

这是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
拍摄的出生不久的幼仔（8月10日摄）。记者从中国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大熊猫“翠翠”于近日在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雌性幼
仔，体重270.4克。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圈养大熊猫出生
体重最重的幼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