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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洋洋）最近的
天气用“秋高气爽”来形容一点都
不为过，而由焦作日报社主办的
第四届豫北秋季汽车文化节暨汽
车行业魅力舞蹈短视频大赛似乎
也受到了好天气的感召，这场将
于19日、20日，在市太极体育中
心与大家见面的盛会直接点燃了
车商和市民的热情。截至目前，
致电本报报名参展、咨询观展的
电话络绎不绝，大家对这场车市
盛宴充满期待。

近年来，面对我市汽车市场
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市民日益增长
的需求，焦作日报社充分利用自
身拥有的主流媒体优势，积极为
品牌车商和消费者搭建广阔的牵
手平台，让更多消费者与品牌汽
车零距离接触，实现多方共赢。

“报社主办的历届车展都是
我们最重视的车展，焦作日报社
作为本地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

体，前期筹备宣传给力，细节方面
考虑周到，包括人流、车流的疏
导，现场安保等都做得非常细致，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某参展
品牌负责人说，“虽然近几年，焦
作有多次车展，但我们公司看好
的始终是报业车展，一方面是因
为报业车展是老品牌，知名度高，
促成成交的效果好；另一方面，

‘金九银十’这个节点非常好，厂
家也给予我们非常好的激励政
策。我们也希望通过参展扩大品
牌影响力，提升公司销售人员的
团队合作能力。”

“焦作日报社主办的车展规
模大、品牌多，车型选择的空间也
很大，而且就在家门口看车展，真
是太方便了。”市民刘先生说，现
在大家选车已从最初的代步需求
上升到舒适、可操控、环保等多种
需求上，消费观念在不断更新，消
费层次在不断改变，车展上的很

多车型能满足市民的要求。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此次

文化节的影响力，向市民展示汽车
行业员工风采，涵养汽车文化，主
办方还创新开展汽车行业魅力舞
蹈短视频大赛。按照大赛组委会
赛程安排，即日起至9月17日15
时，参赛作品将通过焦作日报微视
频平台进行展示及线上投票。想
进一步了解汽车行业从业者全新
精神面貌的市民，可以通过焦作日
报官方平台观看参赛作品，并为自
己喜欢的选手投票点赞。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
许多知名汽车品牌均已在此次文
化节抢占一席之地，将以最佳姿
态迎接市民“检阅”，以重磅优惠
吸引市民眼光。百余款车型任您
选择，看车、选车、比价一站式完
成，告别购车奔波之苦，尽在第四
届豫北秋季汽车文化节暨汽车行
业魅力舞蹈短视频大赛。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
焦作近期的天气一直是晴
好在线，阳光火力全开，午
后炎热感满满，给人一种

“秋老虎”下山的感觉。这
晴热天气还要持续多久？
随着今天阵雨上线，晴热
天气就要按下“暂停键”
啦！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台
获悉，预计16日、17日我
市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
阵雨光临；18日、19日降
雨面积会逐渐扩大，气温
也会出现明显下降。

阵雨、中雨、大雨……
一层秋雨一层凉，到了19
日我市最高气温将下降至
19℃。早晚的秋意愈发
明显，凉秋不久可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从目前天气资料来
看，中秋假期我市天气将
会是“大雨打头，晴好收
尾”，应该不耽误我们中秋
佳节赏月呢！

未来3天我市具体天
气情况是：16日多云到阴
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
风 2～3 级 ，最 低 气 温
18℃，最高气温28℃；17
日多云间阴天，有阵雨，偏
东风 2～3 级，最低气温
18℃，最高气温26℃；18
日阴天，有中雨，偏东风3
级，最低气温17℃，最高
气温22℃。在这个时节，
出门前一定要了解天气预
报，不能只看最高气温，还
要看最低气温。如果两者
相差10℃以上，就要备件
衣服适时增添了。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记者
从河南理工大学获悉，经报请焦
作市和河南省相关部门批准，按
照分期分批、错时错峰要求，该
校学生报到时间定了。

据了解，该校学生2021秋季
学期入校报到时间安排如下：第
一批：9月22日，全体研究生（不
含北校区文法学院、建艺学院、医
学院2021级研究生），2018级本

科生和建艺学院2017级本科生；
第二批：9月 23日、24日，2021
级本专科学生（不含2021级专升
本学生）；第三批：9 月 25 日，
2019级本专科学生、2021级专
升本学生，北校区文法学院、建艺
学院、医学院2021级研究生；第
四批：9月26日，2020级本专科
学生；第五批：9月27日起，暂缓
入校学生符合相关条件后，按要

求申请审批返校。
该校要求，具体入校安排和

要求将由各学院提前通知到每位
同学，未接到具体入校通知的同
学请勿报到。所有学生须严格执
行学校相关安排和学院通知要
求，不得擅自提前入校报到。

记者分别从焦作大学、焦作
师范专科学校了解到，这两所大
学开学日期均还未定。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
过节的方式有很多种，看电影
是其中的一种。今年中秋档，

我市25家电影院将上映哪些
电影呢？经本报记者打探，截
至目前，已有13部电影将在中

秋档上映，其中涵盖了动作、冒
险、爱情、青春、喜剧等多个题
材类型，让你的观影选择多多。

本报讯（记者李锴）中
秋将至，国庆假期也已经
在路上。记者从焦作火车
站了解到，按照火车票预
售规则，9月17日即可购
买10月 1日当天的火车
票，打算国庆假期出行准
备的市民可以着手抢票
了。同时，焦作火车站前
期受水害和疫情影响而停
运的部分列车，在9月18
日将基本恢复正常。

今年国庆假期放假时
间为10月1日至7日，共
7天。根据往年经验，国
庆假期火车出行高峰从9
月 30 日下午就会到来。
目前火车票预售期最长为
15天，这也意味着，9月
16日即可购买9月30日
的车票，9月17日可购买
10月 1日当天车票。以
此类推，9月22日、23日
即可购买10月6日、7日
的返程车票。

据介绍，与以中短途
方向为主的清明、五一、中
秋等小长假相比，国庆长
假因假期长，中长途方向
将成为热点，中长途客流
比平时大幅增加。国庆

“抢票大战”即将上演，有
出行计划的旅客一定要注
意购票日期，以免错过抢

票时间。
由于往年经常出现

“一票难求”的现象，焦作
火车站表示，即便没有第
一时间抢到车票，也还有
不少捡漏儿机会。首先，
购票最好避开出行高峰，
建议出行时间灵活的旅
客，错开假期前两天和最
后两天的高峰，安排错峰
出行。其次，要利用好

“候补购票”功能，经过多
次假期购票验证，该功能
捡漏儿成功率很高。最
后，开售30分钟后、开车
前48小时和24小时都是
退票高峰期，而且，每个
停靠车站有一定比例的
分配票额，如有未售完的
票，开车前一天余票将再
次出售。因此，建议没有
第一时间抢到票的旅客，
尝试利用以上方式去捡
漏儿。

此外，记者从焦作火
车站获悉，随着疫情形势
趋于缓和稳定，客流逐步
增多，为满足旅客的出行
需求，此前受水害和疫情
影响停运的部分列车，在
9月 18日前会基本恢复
正常，具体车次以铁路
12306官网和车站公告为
准。

报业车展魅力十足 车商市民充满期待

中秋档电影来了 你想看的类型都有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李 锴

河南理工大学秋季入校与新生报到时间定了

新一轮雨水来了
气温走下坡路啦

停运列车恢复正常
“抢票大战”即将上演
9月17日可购十一当天火车票

爱情、喜剧、动画特别适合全
家观看，也特别有观众缘。

中秋档青春爱情片《我的
青春有个你》势头强劲，在相关
网络平台，“想看”指数位居前
三。《我的青春有个你》讲述了
乖乖女周舟和学渣邱飞的大学
爱情故事。电影改编自作家孙
睿的小说《草样年华》，对很多
人来说，《草样年华》是青春的

记录，更是成长的缩影，电影将
如何呈现这段岁月，值得期待。

奇幻爱情片《日常幻想指
南》同样喜剧色彩鲜明，由王彦
霖、焦俊艳领衔主演，讲述拥有
超能力的男主角与自己主治医
生的爱情故事。

中秋佳节，大家都喜欢看喜
剧电影，为节日增添喜感。于
谦、贾冰等人主演的《狗果定

理》，就力求让观众欢笑过中秋。
令不少小朋友开心的是，

这个中秋档还将有3部动画片
集中上映，分别是《山海经之小
人国》《摇滚藏獒：蓝色光芒》
《麦哲伦环游历险记》，其中《山
海经之小人国》取材自中国神
话奇书《山海经》，由中外团队
联手打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
观看哦。”影院工作人员说。

“看《峰爆》吧，这个电影最
值得期待。”昨天，不少电影院
的工作人员都向记者推荐这部
电影。

国产灾难片《峰爆》由李骏

执导，朱一龙、黄志忠等人主
演，讲述了因自然灾害导致一
条建成10年的隧道岌岌可危，
基建工作者和老铁道兵第一时
间展开极限救援的故事。影片

传递了不畏艰险、顽强奋斗的
动人精神。

将于9月17日上映的《峰
爆》，被影评人评为为国庆档打
前哨。

今年春节档，《你好，李焕
英》让人哭着看完。中秋档，被
一些网友称为“中秋档最好哭”
的电影是《关于我妈的一切》。

《关于我妈的一切》讲述了
一位永远在为家付出的母亲，
在退休时被确诊癌症所发生的
故事。从片名与预告片看，《关

于我妈的一切》主打母女关系，
与此前春节档票房黑马《你好，
李焕英》同属一个类型，因此也
有一定的市场期待度。

国产灾难大片《峰爆》打前哨

《关于我妈的一切》，另一部“李焕英”

爱情、喜剧、动画……不一样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