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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 静

品牌与品质，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艰辛，正是金山人
的不懈努力与探索，才成就了金山置业
品牌的传奇，成就了金山·东方花园持
续热销的奇迹。金山·东方花园自动工
建设以来，一直以精工细作、精益求精
的态度打造项目。一期产品自推出以
来，就受到我市房地产业内的广泛关注
和置业者的热烈追捧。此次南园一期开
盘劲销，无疑是金山置业强大的品牌影
响力和市场认可度的印证，也是对金山
产品品质最好的检验。

房子是冰冷的，正是有了金山人周
到的服务、人性化的关怀，才能和客户
拉近距离，让客户有了家的感觉。每次
走进金山·东方花园销售中心，都可以
看到穿戴整齐的置业顾问微笑迎接。销
售中心内总是被鲜花、绿植、阳光、茶
香和琴音环绕，金山置业还专门在销售
中心设置了甜品区和饮品区，茶水、咖
啡、果汁，还有现烤的饼干、蛋挞等，
尽供购房者品尝，周到的服务让人有宾

至如归的感觉。记者听着置业顾问的专
业讲解，还了解到该项目能够热销的另
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们总是能够站在客
户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客户解疑释惑，
给出自己最中肯的建议。很多客户就是
因为看重了他们中肯的态度、专业的介
绍，才放心地选择这里。

步入金山·东方花园小区，十字形
中心水系尤显特别，蜿蜒的河道、精巧
的拱桥、花树精心搭配四季有景，即使
在寒冬，小区里也充满了四季更迭的精
彩。置身于“诗、书、礼、仪、乐”五
园中心地带，中心景观水系婉转成溪，
亭榭楼阁，咫尺园林的新中式画卷意境
一览无余。金山置业坚守品质，铸造精
品，致力于为客户创建满意生活，自然
在地段、配套、品质、景观等方面的选
择上，整合最优资源，让产品的每个细
节都达到极致。

在产品配置方面，东方花园不惜重
金，选用断桥铝双层中空玻璃、七层外
墙保温和品牌电梯等品质标配，让生活
更有涵养。在户型空间上，金山·东方
花园针对舒居人群，南园一期打造的户
型面积在92m2~162m2，户型朝向以最大

景观化为原则，户户通透，强调实用
性，科学分区，空间分割动静分明，主
次有序。正是不断探索与改进，突出了
东方花园“居”与“住”的本质区别，
打造出舒适生活标准。

金山置业以家为己任，为爱筑家，
力求将东方花园打造成焦作首屈一指
的高端社区。金山·东方花园由金望
物业公司担纲物业服务，以顶级的物
业服务标准，为每一位业主提供悉心
的照顾。园区背景音乐系统、门禁一
卡通、八大安防系统覆盖整个园区，
确保业主的生活便捷与安全。与此同
时，东方花园是焦作全区地下停车的
社区之一，人车分流的设计理念，使园
区路面通畅没有困扰，大大增加了社区
的安全系数。此外，金望物业还提出服
务“宽泛化”，将物业服务延伸至业主
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生活全面解决
系统”。

“没有淡季的市场，就看你有没有
打动客户的产品。”稀缺的区位、成熟
的配套、过硬的品质和细致入微的服
务，金山·东方花园经得起置业者的挑
剔！⑨

以产品立市场 以服务赢人心
——看金山·东方花园如何创造热销神话

生活服务区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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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由本
报新媒体中心负责升级改版的焦
作百姓文化超市微信订阅号上线
运营近一个月来，通过每天向网
友推送我市文化娱乐活动资讯、
共享群众自创文化娱乐节目、完
善平台全新功能板块等举措，进
一步提升了该微信公众平台的服
务水平，受到我市广大人民群众
的广泛关注。

春节将至，为回馈广大读
者，焦作百姓文化超市专门联合

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焦作日
报社，共同开展“免费下单、名
家书写、春联迎春”公益活动。
即日起至1月15日，凡关注“百
姓文化超市”微信订阅号的市
民，通过微信对话框将姓名、手
机号和想要的春联序号发送至微
信订阅号后台，就有机会获得一
副由米闹等我市书法名家亲笔书
写的春联。

据悉，此次供网友选择的
100副春联，均为我市“春至怀

川·福临全家2017年春联征集活
动”获奖作品。同时，获赠网友名
单将于1月16日通过焦作百姓文
化超市微信订阅号进行公布。

关注百姓文化超市微信订阅号
免费领取书法名家手书春联

记者昨日从市人才交流
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于明
日上午举办综合类专场招聘
会，高校毕业生均可免费参
加。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预
计有50余家单位参加，提供
工作岗位1000多个，涉及市
场营销、计算机、机械制
造、教育、服务等多个行

业，想找工作的各类求职者
别忘了去看看。另外，市人
才交流中心还为各类求职者
提供免费求职登记、免费推
荐工作等服务。求职者可登
录天纵英才网 （www.tzycw.
com.cn） 或 通 过 微 信 关 注

“焦作人才”（微信号：JZ-
RC0391） 了解更多招聘信
息。 许明霞

综合类招聘会明日举办
提供岗位1000多个

据新华社武汉1月11日
电 湖北宜昌的小叶一觉醒
来感到四肢乏力、口齿不
清，以为是普通感冒便没有
在意，哪知病情逐渐恶化，
深度检查发现，原来是患上
了格林巴利综合征，幸好及
时治疗，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查运红介绍，格
林巴利综合征是一种多发性
神经炎，起病急，临床上表
现为神经功能症状，四肢乏
力以及不同程度的感觉障

碍，病情进展迅速，多数患
者可恢复，但严重患者需要
几个月的重症监护，且常遗
留永久性的严重无力、感觉
异常和疼痛等问题，甚至引
起致死性呼吸肌麻痹。

查运红提醒，该院神经
内科每年会接收近30例格林
巴利综合征患者，且以青壮
年为主，由于该病早期检查
结果多无异常，很容易误
诊，因此，平时如果感冒或
腹泻后出现四肢乏力和麻木
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及早对症治疗。

“感冒”后头晕乏力口齿不清
警惕患上格林巴利综合征

问题提出：李女士
问题陈述：我丈夫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这段婚姻期间有一个女儿，离婚时孩子的抚养
权判给了丈夫的前妻。我们结婚后，生育了一
个儿子。如今，我们名下有两套房产，都属于
婚后财产。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丈夫
的女儿能否继承我们的房产？

行动记者：许明霞
行动结果：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

近日采访了市金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郭卫群。
郭卫群说，对于李女士跟丈夫的房产，李女士
丈夫的女儿有继承权，这种情况下，可以继承
父亲个人财产份额的一部分。

这个孩子有继承权吗

问题提出：丁女士
问题陈述：去年，我应聘到一家单位上

班，当初说的工资待遇还能接受，可正式上班
后才发现，单位支付的工资低于我市最低工资
标准，对此，单位领导给出的解释是包吃包
住，工资低很正常。我想问一下，单位这种做
法合理吗？

行动记者：许明霞
行动结果：针对丁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

近日采访了市金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郭卫群。
郭卫群说，根据《劳动法》有关工资支付的规
定，工资包括最低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
不能以其他形式替代。因此，即使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提供了免费食宿，支付给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也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依据国
家有关规定，最低工资应当包括劳动者个人缴
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 （工
伤、生育保险没有个人缴费） 和住房公积
金。但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中、夜班津贴
和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
环境条件下支付的岗位津贴，集中供热采暖
补贴；按照规定应当由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
者的福利待遇等。

单位这种做法合理吗

本报讯（记者高小豹） 1月11日下午，焦
作影视城宾馆的演出大厅欢歌笑语，随着热烈
欢快的舞蹈《欢聚一堂》的盛大演出，焦作影
视城2016年度先进表彰暨2017年迎新春联欢
会拉开序幕。

随着我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活动的
深入开展，2016 年，焦作影视城面对旅游环
境的变化创新发展，深入挖掘我市影视文化旅
游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影视文化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此次迎新春联欢会，焦作影视
城对2016年在影视文化旅游方面表现突出的
优秀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迎新春联欢会上，焦作影视城员工各展才
艺，献上了自编自排的精彩节目。舞蹈《你的
甜蜜》《青春士兵》等展示了焦作影视城员工的
卓越风姿；配乐诗朗诵《精彩十六载 同庆辉
煌》讲述了焦作影视城16年的成长与发展；小
品《变迁》再现了焦作影视城的优质服务和发
展变化……整场联欢会节目异彩纷呈，员工们
用歌声、舞蹈、小品、朗诵等形式，表达了收
获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祝愿。

焦作影视城

举办迎新春联欢会

本报记者 刘 婧
实习生 郭姝君

春节将至，我市洗浴、美容
美发、宾馆、KTV、商场超市等
公共服务场所的客流量逐渐增
多。那么，这些公共场所的卫生
状况如何？带着市民关心的问
题，昨日，记者跟随市区两级卫
生监督执法检查组，对我市部分
洗浴、美容美发和商场超市等节
日热点公共场所进行了监督检查。

9 时许，位于塔南路的万盛
商务酒店洗浴中心已迎来不少客
人。在该酒店，卫生监督执法人
员分两组对酒店的卫生安全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一组执法人员重
点对酒店的卫生许可证、工作人

员健康证、公共卫生监测报告、
客用一次性卫生用品的索证索
票、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
预案等进行查验。

另一组执法人员则携带紫外
辐照计、甲醛分析仪、噪声仪、
风速仪、PH计、湿度计、二氧化
碳温度计、电导率仪、余氯分析
仪等速测仪器，对酒店接待大
厅、消毒间、洗浴休息厅、客
房、儿童乐园布点的空气质量和
消毒设备使用情况进行检测，并
根据现场检测数据，认真填写公
共场所现场卫生监测数据记录表。

检测中，卫生监督执法人员邀
请该酒店负责人监督检测全过程，
以确保检测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从检测数据看，除个别客房
甲醛含量略高外，其余检测点的

卫生指标合格，但需要加强客房
的自然通风或人工通风。此外，
酒店的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
急预案缺乏具体执行人员，实用
性不强，需尽快完善。”现场，卫
生监督执法人员将检测检查情况
反馈给该酒店负责人，其表示立
即整改。

临近春节，商场超市年货市
场红火。10时30分，在丹尼斯百
货塔南店，卫生监督执法人员重
点查验了该商场的中央空调清洗
资料、清洗消毒检测报告和超市
购物车、购物篮的清洗消毒记
录，并在百货卖场、超市布点检
测了空气质量。

“卫生间的通风设施需改进；
没有超市购物车、购物篮专用清
洗消毒场所，在改建中应注意规

划出专用消毒场地。”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对该商场下达了整改意
见，提醒商场相关负责人要结合
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应急预
案，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应
急演练，确保消费者安全。

随后，卫生监督执法检查组
还到位于人民路中段的芳芳丝路
发雨理发店和流彩飞丝美发店进
行了检查，重点检查是否设置有
一客一消毒的明显标识、是否存
在未经消毒的公共用品用具、公
共用具的消毒情况、美发用品的
索证索票情况以及店内的空气质
量等。

从检查情况看，两家美发店
的公共用具虽进行了消毒，但消
毒操作不规范；通风设备不完
善，通风情况较差。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对两家美发店分别下达了
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两家
美发店负责人均表示会尽快进行
整改完善，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

据了解，为保障节日期间公
共场所卫生安全，春节前夕，市
区两级卫生监督部门将对辖区较
大规模的住宿场所、沐浴场所、
购物场所、休闲娱乐场所、美容
美发场所进行全面检查检测，并
安排人员跟踪监督各单位对存在
问题的整改工作，确保及时整改
到位。

卫生监督部门提醒广大市
民，要留意春节期间各类公共用
具的卫生状况，维护好自己的健
康权益；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卫
生监督部门投诉反映。

现场进行检测 跟踪督促整改
——我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专项检查节日热点公共场所见闻

本报记者 赵 娟
实习生 王跃松

在焦作有这样一个学生社团，其运
用简单的商业思维将同学们闲置多年的
物品进行重新流转，并将所得收入捐给
需要帮助的人群。这个学生社团就是焦
作一中的商英社。

2015年，焦作一中中韩国际班高二
学生白岳找到校团委，提议在学校成立
一个爱心义卖社团，将同学们暂时不用
的物品进行义卖，所得善款用来帮助他
人。白岳的想法立刻获得该校团委的支
持。

想法已然形成，具体怎么实施才能
获得良好效果呢？白岳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同学成立了商英社，一起商量如何将

想法落地。
为了号召同学们将闲置物品拿出

来，商英社成员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海
报，张贴在教学楼固定贴吧、食堂、图
书馆门口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并在课余
时间到各个班级现场宣讲。就这样，爱
心义卖的消息迅速在校园传开，短短两
周时间，商英社便收到不少同学捐赠的
书籍、文具、生活用品等各种小物件，
有些同学还捐出了崭新的物品。

接着，该社团成员将这些物品分类
整理、标价，在义卖活动中让学生自主
选购。比如一本课外读物，该社团成员
根据书的原价、知名度、折旧程度，并
结合捐赠人的意愿进行定价。为了调动
学生捐物的积极性，该社团承诺将物品
销售价的30%返给捐赠者。2016年5月4
日，第一次爱心义卖活动举行，共筹善

款1000多元。这当中，有些捐赠者主动
放弃了30%所得。随后，商英社将爱心
义卖活动募捐的善款及未卖出去的、适
合儿童阅读的书籍一并捐给了焦作市儿
童福利院。

如今，作为河南省高中生商业精英
联盟一员的焦作一中商英社，已经发展
成为拥有50多名成员、分工合理、全校
知名的社团。该社团定期组织爱心义卖
活动筹集善款并义务捐赠。在日前举行
的一次义卖活动中，商英社再次募集到
1000多元善款。

“这些小型的商业活动不仅让同学
们闲置的物品变废为宝，还为困难人群
提供了帮助。活动中，同学们跳出书
本、拓宽视野，提高了实践能力，也培
养了爱心。因此，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
活动。”焦作一中校团委老师郭贝说。

小社团 有大爱
翻开今天的《焦作日报》，您最喜欢哪篇报道？您最

看好哪幅图片？您最欣赏哪块版面？动动手指，轻敲键
盘，作出您的选择，讲出您的理由。

参与方式：焦作日报官方微博推出《焦作日报天天
读》栏目，发布当天《焦作日报》版面，评报只需下载

《焦作日报》手机客户端，阅读当天的《焦作日报》，在
此微博后跟帖评论，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说明理由，就有
机会登上第二天的 《焦作日报》（评报时间为 9 时至 17
时）。每天产生评报“三甲”（本报采编人员除外），每人
获赠5元稿费，后期将有更多实物奖励。评选结果将通
过次日出版的《焦作日报》和@焦作日报发布。

@肖玉1503：2 版 《平凡的岗位 无私的奉献》，
再平凡的工作，坚守自己的岗位便是伟大。默默无闻的
付出，不是为了感动他人，而是给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

@晓平王：1 版 《小事大干 大事细干 难事巧
干》，小事怎么干？大事怎么干？难事怎么干？本文用

“大”“细”“巧”三个字为广大读者作了精辟论述。希望
焦作市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勇于担当，以更大的力
度，干出信心，干出精彩，干出豪迈，带领焦作人民奔
向美好的明天！

@zi色feng铃：2版《孝敬镇里孝风浓》，尊老爱幼
重要的就是实际行动，只有以小我带动大我，才能形成
整体风气，孝敬镇里的道德风向标值得推广。

昨日作品“三甲”：2 版 《平凡的岗位 无私的奉
献》有评论83条、点赞315个；1版《小事大干 大事细
干 难事巧干》有评论71条、点赞294个；2版《孝敬镇
里孝风浓》有评论60条、点赞254个。

健康贴士

招聘信息

航空急救
1 月 11 日 15 时

50 分，伴随着轰隆隆
的声响，一架载着弥
漫性脑出血患者的直
升机从孟州市中医院
停机坪起飞，15 分钟
后到达河南省人民医
院。这是孟州市自建
立空中120急救通道
以来首次用直升机成
功转运病人，同时也
标志着该市航空急救
时代的来临。

李 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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