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手制精品。 秦 秦 摄

自信阳光的杨力华。秦 秦 摄

市民在咨询房源详情。 秦 秦 摄

飞天·时代锦苑

本报讯（记者秦秦）小小的自然世界，浓缩着每颗童
心对自然的想象。衔一抹绿意收藏于家中，方才不负好时
光。8月13日，飞天·时代锦苑创意微景观DIY精致落
幕，聪慧灵巧的小朋友们把心中的美好倾注于小小的一方
微景观中，幸福感爆棚。

瓶子里的世界与世隔绝，里面每一个场景都是设计者
梦想中的世界，一沙一石、一屋一树都与这个喧嚣的世界
截然不同。为了回馈广大购房者对项目的支持和厚爱，飞
天·时代锦苑开展了“指尖微世界，定制大自然”DIY微
景观制作活动，让朋友们亲自动手将苔藓、砂石、动物、
可爱的卡通人物装进一个瓶子里，构成妙趣横生的场景，
感受艺术创造的魅力。

活动当天，飞天·时代锦苑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精心准
备好了各种制作微景观的装饰品，就等大家妙手添花，打
造独属于自己的梦幻微景观。在现场记者看到，小朋友们
在家长的帮助下，在半敞口的透明的玻璃瓶中装入营养土
和彩色石子，再放入苔藓、贝壳等唯美的小品点缀，最后
将卡通人物或是小动物安放其中，一件漂亮的工艺品就完
成了。小朋友们手捧景观瓶，感慨于微观世界的奇妙和美
好。

独处时你喜欢做什么？有人喜欢跑步，有人喜欢品
茗，有人喜欢捧着一本书看到地老天荒。而有的人，因为
动手能力超强，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乐此不疲
地创造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微缩自然，呵护生
活，生活的乐趣尽在微景观制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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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手 共创美好

金地物业签约入驻飞天·时代锦苑
本报讯（记者秦秦）近日，

记者从飞天·时代锦苑项目营
销中心获知，该项目与焦作市
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签
约，未来，业主入住后，将享受
由金牌物业团队带来的细致入
微的服务体验。

物业服务与配套硬件同等
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配套
硬件可以模仿，而服务却永远
模仿不了。这是以“变态服务”
著称的海底捞的成功秘籍，也
是建业集团、金山置业、远大地
产等我市明星房企卓然不同的
优点。飞天·时代锦苑，全力引
进金牌物业，就是要把“国企匠
心”的“匠心”淋漓尽致地体现
出来。“金地物业签约入驻，不

仅是一种自信、成熟、健康的开
发行为的延续，更是一种对业
主负责、对未来负责的可贵精
神。”飞天·时代锦苑项目负责
人表示。

据悉，焦作市金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物
业）成立于2005年，河南省物
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焦
作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单位。
金地物业坚持一业为主、多元
发展的经营理念，扎根焦作，誉
满山阳。目前，金地物业服务
的小区有远大南北苑、远大未
来城、山阳春天、西城家苑等，
2017年至2020年，该物业公司
连年被焦作市物业管理协会评
为“焦作市优秀物业服务企

业”，被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评
为“河南省物业服务行业优秀
企业”。金地物业以安全管理
体系、社区保洁体系、社区文化
体系、礼仪行为体系、园林维护
体系为核心，未来，将带给飞
天·时代锦苑业主全方位、全天
候、无微不至的金质服务。

目前，飞天·时代锦苑项目
仍在精心建设中，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做到最好，是飞天人
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飞天人对
购房者的承诺。未来业主入住
后，飞天置业有限公司将与金
地物业相互携手，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在物业的模式与服务
上更上一层楼。

飞天·时代锦苑作为大沙河
板块头排拥景低密大宅，国企雄
厚实力背书、繁华地段、完善配
套、产品优质、景观优美，可谓集
万千优势于一身。自项目面市
至今，飞天·时代锦苑收获拥趸
无数。缘何如此受欢迎？老客
户和新朋友都有自己的答案。
你喜欢它的低密度慢生活，我钟
情于它的国企精工优质，还有人
独爱它紧临大沙河的那分舒适
与恬淡。

一座城市有自然水体，它就
有了灵性。据悉，大沙河是大运
河永济渠段上游最大的一条支
流，属天然河道，全长114公里，
其中焦作境内河道长 74 公里，
流域面积2688平方公里。大沙
河“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已
成 为 老 百 姓 家 门 口 的“ 幸 福
河”。寄情于山水之间临河眺
望，水光倒影波光粼粼，飞天·时
代锦苑气派高耸的楼房，在水面
淡白色雾气弥散之间，似梦似
幻，如痴如醉，水天一色，造就临
河而立的最美天际线。飞天·时
代锦苑拥有“临水而居，推窗见
河”的独特居住环境，清晨是“晓
景山河爽，闲居巷陌清”，黄昏则
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住宅周边有了水，空
气好于城市中心，生活质量大幅
提升。

据悉，飞天·时代锦苑总建
筑面积72986平方米，采用新中
式建筑风格，规划设计了“一心、

两轴、三组团、六大功能区”的景
观体系，规划总户数仅 264 户，
是目前焦作楼市中容积率最低
的低密度社区，也是目前市场上
唯一具有正规手续，项目涵盖别
墅、小高层和洋房稀缺低密产品
的终极改善项目。

与外部宽境阔野相匹配的
是飞天·时代锦苑容积率低至
1.62、绿化率达 35%，低密度大
社区与直耸入云高层建筑相比，
其宽景楼间距在视觉上赋予的
感觉更为广阔，同时摒除了入住
后的压抑感。1.62 的容积率意
味着该项目一平方米的土地上
只建1.62平方米的房子，比焦作
一般楼盘容积率低了 30%至
50%。讲究品质、注重情怀的焦
作市飞天置业有限公司不以经
济利益为核心目标，扎根焦作，
主动降低容积率，精工品质，匠
心呈现，时刻谨记肩负的社会责
任和使命，立足客户所需，精雕
细刻，必将最佳建筑品质奉献给
业主，回馈社会的期望与厚爱。

飞天·时代锦苑直面一线河
景，将大沙河景色刻入建筑的灵
魂和生活的日常。从此，凭窗尽
览河畔美景，放眼望去，心境随
视野无限开阔。身居飞天·时代
锦苑南北通透的房子里，每天清
晨，推门开窗，身边是优美别致
的新中式风情园林，远处是大沙
河静静流淌，城市生活与自然情
节交织缭绕，尽显闲适之情。

创意微景观DIY精致落幕

本
报
记
者

秦

秦

河景房的妙处
拥有一套临水的房子，推开落地窗，有柔柔绿荫、有

淙淙清泉。河景房，向来是人们居住的理想圣地，是每个
城市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飞天·时代锦苑以品质居住理
念融合河居价值，紧临大沙河，奢享一线风景和清新空
气，亲水而归、择水而栖的美好希冀在此得以实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骑车从老城区由北
向南行至南水北调运河处时，凉意骤然而来，一阵清爽舒
适的自在。“这是由于河流水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小，
水体比热容大，蒸发耗热多。夏季天气炎热，河水蒸发
快，蒸发过程会带走河道周围的一些热量，从而降低了周
边的温度。”飞天·时代锦苑置业顾问杨力华表示，“冬
季，气温低到一定程度，河水就要结冰。结冰是一个液体
凝固成为固体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河水是要释放
热量的，从而使河道周边的气温略微升高，河面上气温变
化与周围陆地相比较为和缓，故而河景房有‘冬暖夏凉，

夜 暖 昼 凉 ’ 之 妙
处。”

据 杨 力 华 介
绍，选择河景房除
了冬暖夏凉之外，
还可以享受鲜氧生
活。因为河道不单
调节周边环境的气
温，与此同时，湿
度比其他地方大的
河道降水的几率也
高，降水就可以净
化 空 气 。 正 因 如
此，空气净化程度
较高的临河之处就
仿 若 一 个 纯 氧 社
区，一个闭环循流
的天然氧库，涵养
和释放着大量鲜氧
离子。 秦 秦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2092期，全国中
出一等奖3注，均为基本投注大奖，单注
奖金1000万元。河南省商丘市购彩者以一
张10元5注基本投注彩票拿下1注一等奖。

8月15日上午，商丘幸运购彩者王先
生来到河南体彩中心领取了属于他的幸运
大奖。

王先生兴奋地说：“我买彩票有四五
年时间了，基本上每期都没落下，一直坚
持到现在。每期投注金额也不多，也就10
元、20 元。说实话，真没敢想能中一等
奖，开始买彩票也是觉得想试试运气，能
中个千八百元我就很满意了。这次中了
1000万元奖金的一等奖，真是太让人兴奋
了！”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王先生接
着说：“开奖当晚，一开始我没注意开奖
结果，等临睡时才无意间看到了当期大乐
透开奖号码，我就拿出彩票对了一下。我

买的5注号码中有1注和开奖号码完全一
样，经过再三确认，才确信自己中了大乐
透一等奖，兴奋得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睡
好觉。”当问及投注技巧时，王先生笑笑
说：“我没什么技巧，这张票前三注号码
都是自己选的，就是觉得这些号码顺眼，
后面两注号码实在选不出合适的索性就机
选了，没想到，自己选的没中，机选的居
然中了！”

谈到奖金的规划，王先生说：“暂时
打算拿出来一部分做点生意，剩下的先存
着，以备不时
之需。”

梦想的动
力就是坚持。
坚持不懈，梦
想 终 归 会 实
现！河 体

“自选+机选” 商丘购彩者喜中大乐透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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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珂）“真的很感谢咱们
法院，是你们尽心尽责帮助我们，才让我
们这么快拿到工资……”8月17日下午，
马村区人民法院会议室内一派喜气洋
洋。当马村区辖区一建材公司员工代表
从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梁战胜手中接过工
资款后激动不已，同时他们将一面写有

“公平公正执法 利国利民助企”的锦旗送
到了该院党组及办案法官手中，对该院尽
心尽责帮助企业扭转经营困局，推动企业
解决工人工资表达感激之情。

今年6月，该建材公司因特殊原因，
未及时向工人发放工资。7月，该公司多
名工人到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要求公司及
时发放工资。马村区委、区政府对此事高
度重视，要求各部门加强联动，尽快解决
此事。8月4日，该公司50名工人到马村
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向工人支付
30多万元工资。

马村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梁战
胜对该批案件高度重视，立即召开由办
公室、立案庭、送达组、主审团队负责人
参加的协调会，要求快立、快送、快审做
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稳定。会后，梁战
胜又与相关部门协调为工人指派援助律
师，帮助工人参与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8月4日，50起案件当日立案。审判
团队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该公司确已陷

入经营困局，无力支付工人工资，但有第
三方愿意购买其100%的股权，接手该公
司经营权。梁战胜和审判团队立即与第
三方取得联系，帮助其解决股权转让中的
相关法律问题，促成该公司快速完成股权
转让。与此同时，审判团队积极帮助第三
方剖析利害，从维护企业诚信的角度敦促
第三方支付工人工资。8月12日，第三方
将马村区部分当地工人的工资进行了现
场发放，对于外地工人的工资由援助律师
代领，再进行发放。至此，这50起案件因
调解达成和解协议，提前履行完毕，陆续
撤回起诉。

活动中，外地部分员工代表来到现
场，领到工资后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现在我们拿到了工资，心里也踏实
了。为咱们法院高效的工作效率点赞！”
员工代表吴喜玲说。

据悉，马村区人民法院在全面深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自觉践行
司法为民理念；在服务大局优化营商环境
的大方向上，自觉践行助企惠企思想，不
断促进府院联动、加强提升审判质效，为
群众办实事，为企业办好事，努力让司法
的公平正义惠及每一位当事人，切实做到
了“公平公正执法，利国利民助企”。

上图 员工代表拿到工资后喜笑颜
开。

本报记者 杨 珂 摄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一名女子，
当媒人要给同村男子介绍对象，背后
却扮女友，通过网恋设陷阱，一步步
诈骗男子近3万元。近日，修武县公
安局接到一名青年男子的报警后迅
速行动，及时将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
人抓获。

近日，家住修武县某村的男子卢
某向警方报案，称其遇到了网恋诈骗，
损失29000多元。警方迅速展开侦
查，而背后的故事让人意外。去年3
月，和卢某同村的一名女子刘某某来
到卢某家，称其认识一名女性朋友叫

“蕊蕊”，年龄和卢某相当。刘某某表
示自己愿意当媒人，把蕊蕊介绍给卢
某。不过刘某某说，蕊蕊目前还在外
地，希望两人先添加微信，在网上先熟

悉下。
卢某添加微信后，开始和蕊蕊网

上聊天，并和蕊蕊确定男女朋友关
系，迅速陷入热恋。在认识几个月
后，蕊蕊有次称家中有事，让卢某向
其转钱帮忙渡过难关。此后，从几百
元到几千元，从去年3月到今年8月
初，卢某先后给她转账29000多元。

警方调查发现，所谓的蕊蕊就是
媒人刘某某。刘某某平时花销较大，
知道卢某一直想找对象，于是打起了
歪主意。她拿丈夫的手机卡开了副
卡，注册微信，装成蕊蕊和卢某聊天并
实施诈骗。报警当天，犯罪嫌疑人刘
某某被抓获归案。经讯问，刘某某对
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丰收的季
节处处是怡人的风景。前几天，沁阳
市紫陵镇赵寨村的油葵登上央视。
我市周边有哪些地方能欣赏葵花？
记者经多方打探，为您介绍几个赏葵
花的地方。

沁阳市紫陵镇赵寨村的油葵花
海位于国家AAAAA级景区——神
农山脚下，被国家文旅部推选为“全
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目前，这里
的油葵花开得正旺，如果周末想去看
看，可自驾或者坐公交车至神农山脚
下，然后往北走，路过一涵洞约100
米的地方，就能看到这片花海。除了
看葵花，这里的村史馆、红色旅游景
点也值得一看。

如果您嫌这里远，家门口也可以
看葵花。

市太极体育中心向日葵园，位于

市太极体育中心体育场东南侧，里面
种植了100万株向日葵。整块地按
太极图形种植，目前正是盛放季节，
被前来打卡的市民称为“美到窒
息”。在市太极体育中心，除了看向
日葵外，还可以顺便运动一下。

在示范区阳庙镇北西尚村，也有
一片向日葵花海。这一片花海，2017
年左右走红，今年在小红书、抖音上，
不少人在晒这里的向日葵。这里的向
日葵长势喜人，像是给周围披了一层
金装。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田园风情
的村落，富有年代气息的北西尚村村
史馆。沿丰收路向西走，到丰收路与
中南路（南朱村村口）交叉口向南继续
走就到了，也可坐6路公交车到达。

向日葵的花语是信念、光辉、高
傲、忠诚、爱慕。让我们和葵花来一
场约会吧。

八天快速调解烦“薪”事
50名工人终于领到了30余万元工资款

当面是媒人 背后扮女友
一女子以网恋为名实施诈骗被抓

葵花绚烂 美景连连

周末来一场葵花之旅

上图 向阳
花开。

本 报 记 者
赵耀东 摄

左图 沁阳
市紫陵镇赵寨村
油葵花海中，游
客在拍照留影。

本 报 记 者
杨 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