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 郭 辉 校对 王 莹 组版 田 耘 新闻报料：8797333B06B06 建业

知识的获取源于遇到的每一
本书籍。读一本好书，需凝神静
气，致心一处，方能窥见书中真
谛，而书中的每句至理名言，都将
成为巨大财富。

快乐借阅，书写未来。“建业·书
香院子邻里书吧暑假阅读活动的
目的是通过借阅活动，培养大家
的读书习惯，促进阅读交流与分
享，让知识的力量传递蔓延。”建
业·书香院子项目负责人说。

自建业·书香院子暑假阅读
活动开启后，邻里书吧成为孩子
们学习阅读的第二课堂。各式各
样的书籍让孩子们爱不释手，找
寻、翻看、阅读……孩子们迫不及
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感受
着浓浓的书卷之香，享受阅读带
来的无尽乐趣。家长们也拿起图
书，或自己静静阅读，或绘声绘色
地为孩子们讲起了故事。“暑假开
始后，我们每天下午都来这里看
几个小时书。外面天气太热，孩
子们在这里吹着空调、喝着饮品、
读着书，太舒服了。”业主张阿姨
说。

书中的世界，缤纷多彩；现实

的生活，幸福满满。图书借阅活
动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享受
静谧与温馨，感受知识的力量。

“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天都约在这
里见面，各自挑选一本喜欢的图
书，静静地坐上一下午。”开学准
备上高三的小业主王媛媛说。

暑气蒸腾，虽无法远行，但书
中有更大的世界。建业·书香院
子邻里书吧为孩子们提供阅读分
享平台，图书借阅活动更是以书
为“窗”，让孩子不受时间场地困
扰，在书香浸润中获得更充实的
成长。丰富的活动形式，激励性
的阅读奖励，让越来越多的孩子
加入其中。他们通过书籍阅读和
借阅活动丰富视野，在知识的海
洋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建业·书香院子邻里书吧暑
假阅读季持续进行中，凡在 8月
31日前借阅图书，归还时提交读
书笔记或观后感，即可收获精美
书签一枚，更有机会赢取精美礼
品！建业·书香院子邻里书吧，带
您追寻属于自己的一方新世界，
尽享书香惬意时光！

对于大部分购房者来说，买房是一
次漫长的旅程。很多人房贷交了两三
年，仍未见到新房的轮廓，还可能遇见各
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相对这
种遥不可及的等待和难以接受的落差，
实景现房让人放心得多，触手可及的幸
福总是令人期待！

俗话说：耳闻不如一见，再多的想象
都不如眼前的景象来得真实可信。历经
四载积淀和无数次精雕细琢，建业·世和
府从一纸蓝图演变为实景现房，秉承“看
得见的地方用心做，看不见的地方良心
做”的理念，匠心打造千万级景观示范区
和盛景如画的全龄园林，营造“所至皆盛
景，所见皆美好”的景观效果。

交房，历来被视为开发商的一次“大
考”。“交房即发证”是指购房者在收房拿
钥匙后，无论是按揭购房，还是全款付
清，在结清税款、备齐其他资料，即可在
收房时同步办理不动产登记，领取不动
产权证书，无须再跑办事大厅，大大保障
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并且有利于业主
在小孩落户、入学等民生问题上的解

决。这是对开发商、施工方、建设方各个
环节的检验，需要开发商有足够的实力，
但受制于近两年疫情、洪涝等不可抗力
因素，“如期交房”在市场上都极为罕见，
更不要说“提前交房”和“交房即发证”
了。

建业·世和府全体员工上下一心，不
畏艰难，不仅实现“提前交房”，同时以极
高的服务效率实现了五次“交房即发
证”，让广大业主实现了住权与产权同
步，有效解决了购房者的后顾之忧，圆满
实现了对业主的承诺，也彰显了建业的
强大品牌实力，充分诠释了“住建业，更
幸福”是承诺更是行动，为业主选择建
业、安心置业注入信心。

好房从来不等人，你踌躇犹豫时别
人早已拥藏。在市场的暗流涌动下，优
质房源从不缺少买家，置业更要看准时
机，该入手时千万别错过。即日起，建
业·世和府进入清盘倒计时，仅余少量房
源，限时特惠9.5折！一次难得的机会，
一分诚意的优惠，席位逐量递减，一席再
难得，全城争藏，错过再无！

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其内在逻辑，
焦作城市的发展方向也是有迹可循。近
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人
居住宅的开发也进入了快车道。各大开
发商争相进驻，上演诸侯争霸新格局，买
房究竟要选新城区还是老城区，一直是
购房者热议的焦点。

对于大多数购房者来说，地段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它往往影响着
生活配套与发展潜力。地段决定居住价
值的当下，建业·云境择址人民路东侧，
南水北调总干渠南侧，傲揽城市优质配
套资源，项目周边交通、学校、医院、商
业、政务、生态资源云集，在区域繁华底
色之上精筑高端精品住宅，重塑焦作人
居新高度。

城市记忆不会被时间磨灭，家的情
结总是让人难以割舍。建业·云境位于
新老城区交会位置，见证了一代代焦作
人记忆中的繁华。如今，伴随着城市的
发展，双区之间的交流也日益紧密，建
业·云境以先见者的眼光占位于此，地段
优势更为凸显。

主轴之上，悦享便捷。建业·云境于
人民路上，以畅达的交通，接轨时代的心
跳。居于此，通过主干道便捷的交通，可
快速享受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双重优质配
套。周边密布的交通次干道，为日常业
主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项目周边

商业资源云集，出门就有壹里洋场、大世
界金街，尽享商圈便利。

配套醇熟，舒适宜居。追求更美好
的生活，是每个购房者心中永恒的梦
想。对一个优质项目的评判标准，还与
周边学校、公园、医院等生活配套息息相
关，更好的休闲空间和消费方式、更优的
教育体系和医疗呵护，才能匹配人们对
未来生活的愿景。建业·云境周边各项
配套齐全，生活气息浓厚！项目与人民
路小学仅一墙之隔，出家门入校门，家长
省时更省心。

如果说双区交会的地段优势，构成
了项目价值的基底，那么项目自身优势
的叠加，无疑让建业·云境成为市面上并
不多见的“无短板”项目。建业·云境是
人民路上唯一的纯18层低密舒居，高阶
两梯两户配置，尽享生活从容。户型种
类丰富，以南北通透、大面宽、短进深、私
密性好、空间利用率高等众多优势于一
体，呈现宽奢空间，傲视市场同级产品。
自带1.8米进深阳台飘窗、设备平台、花
池、转角飘窗等高性价比设计。

该项目匠心打造叠瀑迎宾水系、中
央会客厅、有氧健身空间、梦幻儿童乐园
等。会客厅内含共享书吧、共享冷餐厨
房、健身房等业主专属休闲设施，让您不
出社区即可享受尊贵体验，真正与自然
无距，与繁华咫尺可达。 韩静淼

书书香陪伴香陪伴
快乐成长快乐成长

——建业·书香院子暑假借

阅活动持续进行中
本报记者 韩静淼

建业·云境：

双区交会 值得拥有

建业·世和府：

清盘倒计时 错过不再有
本报记者 韩静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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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书香院
子邻里书吧
内各式各样
的书籍让孩
子们爱不释
手。

韩静淼
摄

建业·云境
营销中心内景。

韩静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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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夏夜治安巡查宣
防集中统一行动，8月14
日夜里在辖区开展安全排
查。忙到8月15日凌晨，
市公安局马村分局待王派
出所指导员杨宏伟才结束
工作回到所里。简单休息
几个小时，一大早他就又
投入到工作中。

已经中午，为化解一起
纠纷，杨宏伟还在所里给辖
区一名群众做思想工作，吃
午饭的时间又要延后。

忙碌、辛苦，是杨宏伟
的常态。他是所里的指导
员，要负责整体队伍建设、
社区警务管理等工作；他还
是一名社区民警，分管的辖
区位于城乡接合部，面积在
全所最大、人口也最多，每
天要处理各种大事小情。

不过，所里的同事都
知道，即使工作再忙、压力
再大，杨宏伟也从不会有
一句怨言。

在公安战线已奋战
20年，扎根基层社区警务
岗位也已多年，杨宏伟始
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近年来因为成绩优异，他
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2
次，多次受到嘉奖，并获得

“全省公安系统大练兵先
进个人”“全市优秀政法干
警”等一批荣誉称号。

多年来，杨宏伟坚守
着最朴实的理念：群众的
事就是最重要的事，要带
头、用心把群众的事办好。

日常工作中，杨宏伟
将理念化作行动，真正将
全心为民的初心和使命体
现在每一天。

去年7月22日，防汛
抢险的关键时刻，所里接
到一起警情：一名男子被
洪水困在某饲养场。杨宏
伟迅速联系了一辆铲车，
冒着暴雨带队赶往现场，
发现被困男子紧紧抓住饲

养场院子的铁门，洪水已
淹到其胸口位置。铲车无
法继续前行，洪水水位还
在上升。杨宏伟没有犹
豫，向队友安排好相关事
项，直接跳入洪水中。凭
借坚定的意志和过硬的身
体素质，杨宏伟最终安全
游到该男子身边。

铁门旁边有一堵墙，爬
上去能暂时脱险。男子体
力不支，多次尝试未能成
功。此时，不远处的一堵砖
墙被洪水冲倒，情况更加紧
急。杨宏伟咬紧牙关，用尽
全力将该男子拽到墙头，又
带其转移到旁边的二层楼
楼顶，成功救人。

去年冬季的一天下
午，辖区一名独居老大爷
走失，家属发现情况时，其
已失踪近8个小时。线索
很少，杨宏伟只能从源头
一点点摸排。线索几度中
断，他就一次次转变思路
再调查。从下午忙到深
夜，杨宏伟最终在普济路
找到了走失的老大爷。

在辖区，杨宏伟调解
矛盾纠纷的能力更是被群
众认同。

去年6月，辖区一对夫
妻产生矛盾，双方亲属之后
多次吵架甚至报警，存在引
发案件的隐患。村民都说，
这两家人挺“厉害”，谁也劝
不住。杨宏伟上门了解情
况，直接被挡在大门外。杨
宏伟没退缩，找村干部了解
情况，找熟人从中间协调，
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从法律、
道德等方面进行教育，最终
这对夫妻冰释前嫌，两家人
握手言和。

以赤诚之心护一方平
安。岁月匆匆，杨宏伟忠
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
于职业的信仰从来没变。
平凡岗位上，他一如既往，
初心依旧。

图① 杨宏伟（右）在
网吧检查安全事项。

图② 杨宏伟（右一）向
辖区居民发放反诈宣传页。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暑期
“余额”不足，不少家长来电咨询，
我市今年秋季开学有啥要求？需
要不需要核酸阴性证明？开学时
间有变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昨日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在安全
可控的情况下，我市将按照“错时
错峰”的要求，合理确定师生返校
批次。原则上，高三、初三年级的
学生先返校，其他年级依次开学，
幼儿园最后开学；驻焦高校和行
业类院校可根据教学计划和当地
疫情形势确定具体开学时间。

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学校要
严格按照全市的统一安排，坚持

“一地一策、一校一案”，科学拟订
开学方案，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
格履行开学手续，未经审批报备
不得提前开学。

暑期外出师生至少在开学前
7天返回居住地，实行7天居家健
康监测，按属地要求落实核酸检
测，并适当加大检测频次。对从
中高风险地区来焦的师生，要求

其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和学
校报备，作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
属地卫健部门开展核酸检测、流
调隔离等工作。

师生返校要测量体温，核验
身份，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
明、健康码和行程卡。返校当天
全体师生进行1次核酸检测。开
学第一周内，在校学生每日按
20%比例进行检测，教职员工每
周检测1次。

市教育局要求精心作好开学
准备。开学前，要对学校疫情防
控、校园安全和开学准备情况进
行一次彻底排查，全面开展校园
环境卫生整治和清洁消杀，强化
教室、食堂、宿舍、实验室等重点
场所日常环境清洁与消毒，消除
卫生死角，及时清运垃圾。开学
后，继续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严
格管控校门，无关人员、车辆不得
入校。

此前，我市公布的开学时间
是9月1日。

本报讯（记者李锴）美好的暑
假即将结束，外地求学的大学生
又将踏上返校的旅程。昨日，记
者从焦作火车站了解到，8月底
至9月初是大学生集中返校的日
子，届时将迎来学生返程高峰。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有返校计划
的学生最好提前准备，尽早购票，
以免耽误行程。

据焦作火车站介绍，从8月下
旬开始，铁路将迎来返程客流高
峰，这轮客流高峰以返校学生与
入校新生为主，预计持续到9月上
旬。同时，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
发售的规定，8月18日就能够买9
月1日的火车票，以此类推。

学生票可享受普通旅客列车
硬座半价优惠，动车组列车二等
座按公布票价的75%享受优惠。
购买学生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在普通大专院校（含国家教育主
管部门批准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
办大学），军事院校，中、小学和中
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就读，没有
工资收入的学生、研究生；家庭居
住地（父亲或母亲之中任何一方
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
城市；大中专学生凭附有加盖院
校公章的减价优待凭证、学生火
车票优惠卡和经学校注册的学生
证，新生凭学校录取通知书，毕业

生凭学校书面证明；中、小学生凭
学校书面证明；在优惠乘车区间
之内，且优惠乘车区间限于家庭
至院校（实习地点）之间。

那么，哪些情况无法购买学
生票呢？学校所在地有学生父或
母其中一方时；学生因休学、复
学、转学、退学时；学生往返于学
校与实习地点时；学生证未按时
办理学校注册的；学生证优惠乘
车区间更改但未加盖学校公章
的；没有“学生火车票优惠卡”、

“学生火车票优惠卡”不能识别或
者与学生证记载不一致的。

即将入学的新生只有录取通
知书，又该如何购买学生票呢？
可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到车站人工售票窗口
购票；通过铁路12306网站、APP
购买学生票，在添加乘车人时将
旅客类型选为“学生”。购票成功
后，只需要凭录取通知书和购票
时所使用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通过人工验证通道进站乘车。

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学生票
时，如果没有直达列车，可以分段
购买，但联程路径里程不能超过
优惠区间合理范围，联程车票只
扣减一次优惠次数。购买联程学
生票，如仅退部分接续车票，不返
还优惠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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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伟：

以赤诚之心护一方平安
本报记者 杜挺勇

今年秋季开学有啥要求？
我市将按照“错时错峰”的要求，

合理确定师生返校批次

又到开学季

购买学生火车票你需要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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