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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香52°
4*750ml/件

特价
99元/件
+1元

送1+1

广告

焦报欢乐购携洋河精品酒业
经典款

浓香52°
4*500ml/件

特价
169元/件

+1元

送1+1

喜庆款

特价
139元/件

+1元送1+1+1

畅销款

浓香52°6*500ml/件

故乡人小瓶 人参鹿血酒 人参鹿血酒 波仕多干红 故乡人小瓶 人参鹿血酒 波仕多干红

春季特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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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
电 记者2月8日从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神舟十
五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
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自2022年11月30日顺利
进驻空间站组合体以来，神舟十
五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生

活70天，先后完成了与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科学
实验机柜解锁与测试、应用载荷
货物出舱、空间站及载人飞船设
备巡检、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
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失重防护
锻炼及一系列空间科学实（试）
验。同时，还在空间站度过了新

春佳节，先后推出了第二届天宫
画展和“全球拍天宫”摄影作品
展，向全国人民送上了来自太空
的新春祝福。

目前，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
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圆梦乘组”即将首次漫步太空。

促进餐饮、家政等生活
服务品质升级，开展农技推
广、生产托管、代耕代种等专
业服务，提升卫生、文化等公
共设施服务质量……未来，
这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
服务都将进一步提升质量。

建设质量强国已经成为
国家战略。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
纲要》，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
品、工程、服务质量，并对增
加优质服务供给作出一系列
部署，主要包括促进生活服
务品质升级、提高生产服务
专业化水平、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效率三方面的诸多举
措。

在促进生活服务品质升
级方面，培育大众餐饮和家
政服务优质服务品牌，促进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服务专
业化、规范化发展；规范旅游
市场秩序，提升面向居家生
活、户外旅游等的应急救援
服务能力；引导网约出租车、
定制公交等个性化出行服务
规范发展，提高航空服务能
力和品质；积极培育体育赛
事活动、社区健身等服务项
目，提升公共体育场馆开放
服务品质；促进网络购物、移
动支付等新模式规范有序发
展，鼓励超市、电商平台等零
售业态多元化融合发展。

在提高生产服务专业化

水平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开展农技推广、生
产托管、代耕代种等专业服
务；提升检验检测、知识产
权、质量咨询等科技服务水
平；提升冷链物流服务质量，
优化国际物流通道，提高口
岸通关便利化程度；加强重
大装备、特种设备、耐用消费
品的售后服务能力建设，提
升安装、维修、保养质量水
平。

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效
率方面，围绕城乡居民生活
便利化、品质化需要，加强便
民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卫生、
文化等公共设施服务质量；
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
理、一窗通办、网上办理、跨
省通办，提高服务便利度；大
力推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
共文化场馆数字化发展，加
快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加强
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
台建设，强化职业技能培
训、用工指导等公共就业服
务；加强养老服务质量标准
与评价体系建设，扩大日间
照料、失能照护、助餐助行
等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积极
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健全
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城
乡医疗服务网络，逐步扩大
城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
盖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
电 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消息，
目前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治疗
用药已全部被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其中，中药“三药三方”和
阿兹夫定片已正式纳入医保药
品目录，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
先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
包装等药品临时性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1月29日，国家药监局附
条件批准上海旺实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申报的新冠病毒感

染治疗药物氢溴酸氘瑞米德韦
片、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申
报的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先
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
装上市。

据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
负责人介绍，根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
方案（试行第十版）》规定，上述
2个药品都属于第十版诊疗方
案范围。1月30日，国家医保
局印发文件，要求各省级医疗
保障部门按照《关于实施“乙类

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
政策的通知》要求，将氢溴酸氘
瑞米德韦片、先诺特韦片/利托
那韦片组合包装2个药品临时
性纳入本省份基本医保基金支
付范围，支付至3月31日。

同时，相关省份医保局要依
法履行药品价格主管部门职责，
按照《新冠治疗药品价格形成指
引（试行）》做好相关药品首发报
价受理和引导工作，公开价格构
成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治疗用药

已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促进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品质升级
提升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服务质量

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
都将进一步提升质量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一次出舱活动

2月8日，在湖南省
常德市武陵区第一小学
体育馆，学生体验穿着
消防救援服。当日，常
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常
德市武陵区第一小学开
展“开学第一课 消防安
全进校园”活动。消防
员为学生讲解日常防火
常识，组织灭火器使用、
高空救援等演练，增强
学生的安全保护意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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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下，不少
购房者的买房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想买现房或准现房，毕竟
看得见、摸得着心里才最踏实。在这场
变革中，只有实力强劲，并持续输出好
产品的房企才能屹立楼市，持久发展。
显然，金山·城市花园作为焦作市中心
板块的改善型楼盘，不仅占尽城市各种
稀缺资源，产品品质更是一流，这样的
房子，才是值得焦作改善人群列入购房
清单的。

目前，楼市调控政策积极，也不断
地修复了市场信心。但是在竞品质的
时代，买房人更加注重房企本身的实力
和楼盘的品质等。俗话说：“要想不被
对手赶超，唯有坚持不断进步。”在焦
作，金山置业之所以能深耕27年，得到
众多购房者的信赖，成为焦作楼市的一
张“安全牌”，无非就是一个“稳”字，这
个“稳”体现在方方面面。

稳发展。27年来，金山置业从不讲
数量、也不拼速度。在众多房企都在扩
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时候，金山置
业一直以来都以自有资金稳定扩张，注
重长效稳定的发展，在战略上它走出了
和其他房企完全不一样的打法，逆流而
上选择“慢”下来，提出“质量绝对第一”
的经营策略，坚持高品质建设不动摇，
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稳扎稳打、越战越
勇，做好配套、产品、服务，做出了购房
者认可的口碑。

稳实力。27年来，金山置业一直在
打磨自己的产品。从早期的金山小区、
金派丽景园、开元小区、金豪别墅，到现
在既有入住率、人气高居不下的金山·
东方花园、受购房者青睐的金山·城市
花园……这不仅仅是产品的呈现，背后
更是实力的支撑与体现。金山置业用
一座座的人居佳作收获了诸多购房者
的认可，成为买房人心中的靠谱房企。
依靠强大的实力品牌背书，金山置业从
容应对市场起伏，所开发的产品，是能

够穿越市场周期的优质资产，改变了无
数焦作人的生活。

如履薄冰的市场环境之下，金山置
业所开发的金山·城市花园一直被作为
改善的标杆楼盘，这离不开项目自身强
大的产品力。

金山·城市花园位于政二街与南水
北调焦作城区段交会处附近，城市中心
的“黄金十字轴”。这块宝地聚集了最
佳的城市资源，如商业方面，拥有丹尼
斯商圈、王府井商圈；医疗方面，项目北
侧为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完善的医疗
配套为业主及家人保驾护航；环境方
面，坐拥一线稀缺水景资源，紧临南水
北调焦作城区段，依水而居，涌现向上
的态势，不可复制的绝版运河景观尽收
眼底，拥有独一无二的城市滨水人居生
活体验。

稀缺且珍贵的教育资源，与学生所
处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家长们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也要尽量为孩子
创造好的学习条件。金山·城市花园还
拥有家长最关心的优质教育资源优
势。项目周围有解放区环南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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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学
府环绕一点也不夸张。此外，金山·城
市花园在户型的打造上也下足了功
夫。在售118~151平方米的户型产品，
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舒适设计，从舒适
三房到典藏四房，可满足更多群体的置
业需要。

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现在越来
越多的购房者，正在追逐更高的买房
确定性。毕竟用一张效果图去憧憬未
来，终究抵不过眼见为实带来的踏实。
金山·城市花园“家”境已成，项目将于
今年年中兑现交付承诺，目前已开始小
区绿化土方回填和围墙、小品的施工。
可以说，项目从外至内，都是可以看得
见的“真”品质。今年买今年住，交付在
即，安全无忧，幸福生活近在眼前。

本报讯（记者陶静）农历正月
十五闹元宵，红红火火真热闹。为
营造良好的节日文化氛围，丰富小
区居民文化生活，2月5日，金望物
业东方花园服务中心在金山·东方
花园小区内开展了元宵节猜灯谜
活动，吸引了众多业主参加。

活动现场，融知识性、趣味性
为一体的趣味谜语挂在小区内上
供居民竞猜，五颜六色、各式各样
的灯谜吸引了许多业主参与。大
家三五成群，热烈讨论着谜面，思
索着谜底。你一条我一条，兴趣极
高，互相交流着，猜中后大家怀着
喜悦的心情在兑奖处排队领取小
礼品。猜不完的灯迷，说不够的吉
祥话，道不完的节日情。小区业主
通过参与元宵节猜灯谜活动进一

步加深了传统节日的认识，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拉进了业
主与物业心与心的距离，在欢歌笑
语中欢度一个欢乐、和谐的元宵佳
节。

上图 业主们在猜灯谜。
陶 静 摄

金山·城市花园

实景准现房 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陶 静

本报讯（记者王倩）农历正月
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
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时刻，人
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
延续。按照传统的说法，过完元宵
节才算正式过完年，元宵节吃汤
圆，寓意团团圆圆。

2月5日，金望物业东方花园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金山·东方
花园小区银杏广场上，为业主准备
了美味的汤圆。记者在现场看到，
物业工作人员特别准备了汤圆以
及汤锅和电磁炉，由他们在现场煮
并打包装盒，业主们玩累了就可以
到银杏广场上，端一碗碗热腾腾、
香喷喷的汤圆吃。让业主们在感

受到金山·东方花园这个大家庭的
温暖的同时，物业的工作人员还将
送上节日的祝福，现场欢声笑语不
断，气氛温馨喜庆。

上图 玩累了的业主们在吃
汤圆。 王 倩 摄

欢欢喜喜吃汤圆

甜甜蜜蜜画糖画
本报讯（记者王倩）糖画，顾名

思义就是用糖做成的画，民间俗称
“倒糖人儿”“倒糖饼儿”等，是一种
传统民间手工艺，它亦糖亦画，可
观可食，手艺人以勺为“笔”、糖液
为“墨”，在大理石板或铝制板上画
出各种生动的图案造型。为了营
造节日气氛，金望物业东方花园服
务中心特邀专业人士到金山·东方
花园小区内为业主画糖画，受到了
业主们的拍手称赞。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一位手
艺人将白糖、麦芽糖和水按照一定
比例放入锅中，不断加热、搅拌，糖
液沸腾后开始冒泡，当气泡变小、
糖液变黄时就停火。随着缕缕糖
丝飘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栩栩
如生的糖画就呈现在眼前了。在
糖液还未全干时，老手艺人迅速拿
起一支竹签放在图案上，用铲子轻

轻铲下来，阳光下糖画晶莹剔透、
活灵活现。

“这种手艺人画糖画在我小时
候还是挺常见的，但如今已经越来
越少见了，物业邀请他的到来不仅
增添了节日氛围，还让孩子们了解
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活动真是
太好了！”业主刘女士说。

上图 手艺人在制作糖画。
王 倩 摄

开开心心猜灯谜

上 图 金
山·城市花园项
目实景。

左图 购房
者在营销中心咨
询楼盘详情。

筱 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