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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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各地出
台多项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房
地产市场总体下行态势趋缓。”8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
凌晖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称，当前，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
筑底阶段。随着房地产市场长效
机制不断完善，因城施策效果逐
步显现，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企
稳。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多项房
地产数据来看，虽整体不及预期，
但仍有一些积极信号显现。具体
来看，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略
增。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微涨、同比涨幅回落，
二线、三线城市环比整体呈降势、
同比降幅扩大。

“房地产市场整体仍处于缓
步复苏状态，且政策在各地释放
的效力依然呈现分化。”58安居客
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从
数据上看，一线城市依然是房地产
市场复苏的“领头羊”，7月份一线
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上
涨0.3%、0.2%。相比较来说，二线
城市房价的分化趋势仍在持续。
从新房价格来看，杭州、合肥、成都

房价环比上涨较为明显。特别是
成都，7月份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
比分别上涨1%和1.3%，显示出楼
市支持政策的释放效力更为有
力。总的来说，预计热点二线城市
热度提升会成为房地产市场持续
复苏的第二股力量。

与 70个大中城市房价略显
“低迷”相似，7月份，楼市销售端
活跃度所有下降。数据显示，商
品房销售面积7817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23.1%，降幅比1月份至
6月份扩大0.9个百分点。其中住
宅销售面积下降27.1%。

不过，从商品房销售额来看，
仍能看到一点微弱积极信号。数
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商品房销
售 额 7576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8.8%，降幅比1月份至6月份收
窄0.1个百分点，且已连续两个月
降幅收窄。其中，住宅销售额下
降31.4%。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
学家、研究部主管庞溟表示，从房
地产销售角度来看，受各地密集出
台楼市支持政策以及全国层面房
贷利率下调等积极因素作用下，6
月份的房价和商品房销售均出现
了阶段性的需求释放、跌幅收窄、
环比上升。但要注意的是，这在很

大程度上也与房企冲刺年中业绩、
推盘热情较高等因素有关。综合7
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变动情
况以及商品房销售数据来看，说明
6月份房地产销售数据的走强或提
前透支了7月份的销售动能，且今
年下半年以来，部分地区房地产项
目风险事件的发生，亦掣肘了房地
产产业链和信用周期稳步走出负
向螺旋，进而使得投资端和销售端
持续承压。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
究总监陈文静认为，短期来看，房地
产市场的信心修复仍需一定时间，
市场调整态势难改，预计全国商品
房销售规模同比降幅或仍较大。

在张波看来，后续在因城施策
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背景下，房地
产市场提振依然乏力的城市政策
出台力度会明显加大，政策放松方
向也将从普惠向定向人群方面发
展，尤其是对于改善性需求的支持
力度预计会进一步加大。房地产
市场“金九银十”仍值得期待。

针对近期少数地方出现的房
地产项目交付问题，付凌晖称，从
全国看，房地产项目大部分施工
期在两年以上，接近交付期的房
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进度保持平
稳，总体风险是可控的。新 华

本报讯（记者陶静）你想体验
一次免费又专业的写真摄影吗？
你想在充满江南意境的环境里留
下最难忘的纪念吗？江南山水入
画，演绎古韵新风。近日，蓝城·
桂语江南在该项目景观示范区举
办了到访免费拍写真照片活动，
快来蓝城·桂语江南拍张美美的
照片吧，用镜头定格时光，那些青
春的记忆，值得你在未来的日子
里反复翻看珍藏。

当建筑不仅仅被当作栖居之
所后，诗意便成为一种需求。在
这个初秋，建筑如花草树木一样，
花开结果，收获甜甜的果实，为人
们搭出一片梦想的世界。对于许
多讲究精致生活的焦作人来说，景
观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为了让这
个硕果累累的季节给客户留下更
深的印记，蓝城·桂语江南特推出
免费拍写真照片活动，让大家在这
个充满江南意境的景观示范区里
体验自然给予人们的悸动，让童年
和青春在这里留下最美好的记
忆。活动期间，蓝城为大家免费提
供摄影师、服装道具、化妆师等，以
蓝城·桂语江南的园林景观和样板
房等场地为背景拍摄，让你展现出

最美的一面，留下妙不可言的精彩
瞬间。

蓝城·桂语江南以工匠精神
反复推敲房子的品质与美观，始
终追求高标准、高规格的建筑施
工技术，营造屋里有爱、屋外有家
的浪漫。走进蓝城·桂语江南，一
座座气宇轩昂的建筑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楼与楼之间宽大的楼间
距设计让每位住户都能享受到阳
光的照耀。景观示范区草色青
青，花叶繁盛，蓝城·桂语江南深
谙现代人对低密园林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匠心筑造“春花、夏荫、秋
叶、冬景”的诗意景观示范区，呈
现绿意盎然的四季之美，大手笔

勾画的一水一景、一花一树，将诗
意融入生活，重塑健康自然园林
之意趣。晚上雾森系统开启，灯
光变幻，白雾升腾，犹如云霞出
岫，好一派人间仙境。蓝城·桂语
江南着重考量园林的参与性和体
验感，融合全龄段的活动空间、艺
术精致的景观氛围、人性化的功
能配置、交流互动的生活社区，营
造一个生活与艺术交融、景观与
住宅相互渗透，格调优雅、功能丰
富的理想社区，给焦作一座桂语
芬芳的江南梦境。

上图 蓝城·桂语江南在项
目景观示范区专门为客户拍摄写
真搭建了背景。 筱 静 摄

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筑底阶段
专家称楼市“金九银十”仍值得期待

“江南”留影 定格美好
一起来蓝城·桂语江南拍张美美的照片吧

和兴金尊府

购房折上再减1万元

销售动态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位于世纪
路与中原路交会处附近的东方今典·境界楼
盘营销中心了解到，购买该项目小高层产品
可享交1000元抵1万元，购买洋房产品可享
交2万元抵5万元的优惠。此外，按揭付款和
一次性付款均可享总房款9.5折优惠。据了
解，东方今典·境界项目打造主力建筑面积
88~110平方米舒适三房、建筑面积125~137
平方米全能四房，项目聘请拥有一级物业资
质的今典物业担纲物业服务，全面提升焦作
人居品质。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位于
市丰收路与普济路交会处附近的和兴金尊
府楼盘营销中心获悉，该项目建筑面积
105~142平方米府系洋房正在销售中，购房
享9.9折优惠。此外，凭该项目宣传单页购
房总房款可再减1万元。据悉，和兴金尊府
是和兴集团倾心打造的高品质社区，项目规
划设计有花园洋房、高层等产品，采用新中
式景观的园林设计手法，将中国传统景观园
林与现代时尚流行元素相结合，打造焦作生
态宜居社区，为市民打造从容雅致的生活方
式。

东方今典·境界

购房享9.5折优惠

欢迎刊登住房、厂
房、土地、门面房、办公
楼等各类出租转让信息

招聘业务经理数名，男女不限，
年龄46岁以下，人品正直，五官端
正，有驾驶证，工资面议。

电话：17772877766

药品销售招聘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家电维修
上门快修：空调、冰箱、电

视机、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
等家电。电话：13103610622

垂询电话：13503910297 13598509952

迪温娜老年乐园
“迪温娜养老”新居，让入住老人享受“金领护理”！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2019年被山阳区卫健
委评为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幸福港湾共度晚年。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幸福港湾养老院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个人求职、企事业单位招
贤纳士，敬请留意或刊登
分类招聘广告

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的二层，200多平方米，8
个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
茶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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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6日
电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男子
日前因暴力威胁联邦调查局人
员被逮捕。

据美国司法部8月15日发
布的一份通报，这名男子名叫亚
当·比斯，现年46岁，8月12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默瑟县被逮捕。

通报显示，被逮捕前两天
里，比斯被举报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针对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暴
力威胁，他被指控影响、阻碍或
报复联邦执法官员。如罪名成
立，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

据悉，联邦调查局和美国
国土安全部近期联合发布内部
公告说，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
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住所海湖庄
园上周遭联邦调查局人员搜查
后，联邦执法部门面临的威胁

增加。
公告说，有人威胁在联邦

调查局总部大楼前放置可能造
成放射性污染的“脏弹”，并号
召发起“内战”和“武装反抗”。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协会
主席布赖恩·奥黑尔在一份声
明中说，煽动对执法部门和人
员暴力的行为不能被接受、应
被各方谴责。

据新华社惠灵顿8月17日
电 新西兰央行 8月 17 日宣
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
至3%，以抑制高通胀。这是该
行自2021年10月以来连续第
七次加息，也是今年4月以来连
续第四次加息50个基点。

新西兰央行当天发布报告
说，尽管近期国际油价有所回
落，但全球通胀压力依然居高
不下，世界经济增长势头疲

软。在新西兰，核心消费者价
格涨幅仍然过高，劳动力市场
持续紧张，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以保持价格稳定并促进可持续
就业仍是央行的政策目标。

新西兰统计局此前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新西
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7.3%，再创1990年第二季
度以来新高。

2020年 3月，新西兰央行

将基准利率下调至0.25%，此后
长时间将利率维持在这一历史
低位，以应对新冠疫情给经济
带来的冲击。2021年下半年以
来，由于新西兰通胀率居高不
下，新西兰央行从去年10月起
连续三次将基准利率分别上调
25个基点。今年4月、5月和7
月，新西兰央行连续三次加息
50个基点。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6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8
月16日表示，西方国家为了
维护自身霸权，需要制造冲
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
月15日要求俄军立即无条
件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及
其邻近地区。

——普京在第十届莫斯
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
时指出，西方国家通过制造
混乱、奉行遏制政策、制造新
旧冲突来破坏其他国家的发
展道路，希望以此控制其他
国家和维护其霸权。普京
说，美国及其仆从国粗暴干
涉其他国家内政，通过威胁、
恐吓和施压的方式迫使其他
国家服从于他们的意志。

——俄国防部长绍伊古
在第十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
议开幕式上说，俄开展的特
别军事行动粉碎了有关西方

“超级武器”的神话，俄罗斯
正在仔细研究缴获的西方国
家武器，以改善俄军作战方
式并提高俄武器性能。他还
说，有关俄罗斯可能对乌克
兰领土使用核武器的论断属
无端臆测和挑衅。

——据乌克兰总统府
网站发布的消息，泽连斯基
8月15日在讲话中说，俄军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
区的炮击仍在继续。他呼
吁对俄罗斯及其核工业实
施新制裁，同时要求所有俄
军立即无条件撤离扎波罗
热核电站及其邻近地区。

——泽连斯基 8 月 16
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
话。马克龙表示，他对俄乌
冲突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构
成的威胁感到担忧，支持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出

的尽快派专家团到现场的
建议。两国总统还讨论了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

——俄罗斯国防部发
言人科纳申科夫8月16日
通报说，俄罗斯空天军在赫
尔松州一居民点使用高精
度武器打击了乌军第46空
中机动旅第3营的指挥观察
所，以及该旅在另一居民点
的一处临时部署点，打死20
余名并打伤近30名乌克兰
民族主义分子。俄军对乌
军第72摩托化步兵旅在顿
涅茨克地区一居民点的阵
地进行集中火力打击，50余
名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被
打死。科纳申科夫说，俄军
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乌
军阵地发现了50余枚法国
生产的反坦克地雷。

——塔斯社 8月 16 日
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
息报道，8月4日、9日和12
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库
尔恰托夫区，乌克兰破坏团
伙炸毁了6座高压输电线铁
塔，库尔斯克核电站通过这
些输电线铁塔向该地区及
邻近地区提供电力。这些
破坏行为导致该核电站运
行出现技术性中断。

——据乌通社 8 月 16
日报道，乌克兰国家核电公
司说，截至8月16日上午，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辐射超
标和消防安全风险依然没
有消除，目前扎波罗热核电
站仍在运行发电以满足乌
克兰电力需求。

——卢甘斯克地区军
事行政长官谢尔盖·盖代8
月16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俄
军正从利西昌斯克炼油厂
方向发动大规模攻势，但乌
军多次挫败俄军进攻。

据新华社科伦坡8月17日
电 中国远望5号船8月16日
停靠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
港，进行物资补给。中国驻斯
大使戚振宏和斯政府官员、中
资机构代表等在码头迎接。

戚振宏在欢迎仪式上表
示，汉班托塔港是中斯共建“一
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远望5
号船在航行30多个日夜后停
靠本港，彰显了中斯传统友好
关系根深蒂固，历久弥坚。

斯总统代表韦拉塞克拉
说，斯中关系源远流长，相信此
次远望5号船在斯里兰卡停靠，
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传统友好关
系。

招商局集团驻斯首席代
表、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有
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恩怀致
辞说，作为一个国际门户港
口，汉班托塔港一直欢迎并致

力于为各国船只提供专业服
务。

远望5号船是我国自主设
计和建造的第三代航天远洋测
量船。船长张红旺说，远望5号
船从事航天远洋测控科学活

动，此次出航主要执行中国空
间站问天实验舱海上测控及后
续长期管理任务。

上图 中国远望 5 号船停
靠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
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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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男子因暴力威胁联邦调查局人员被捕

新西兰央行今年连续第四次加息50个基点

乌总统要求俄军
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