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姐妹俩选择了就读育才职
教中心，心想早点学门手艺，早点工
作为父母减轻负担。让我们没想到
的是，我们得到了比普教更多的关注
和关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因为一点
点困难就放弃我们的求学之路”。在
近日举行的“福彩有爱·授人以渔”公
益助匠活动走进育才职教中心，航空
服务专业的双胞胎姐妹彭燕蓓、彭燕
蕾在取得了助学金后激动地说。

学生：学好学专做
个匠人

彭燕蓓、彭燕蕾是育才职教中心
航空服务专业的一对双胞胎姐妹，目
前正在为今年重庆市的技能大赛选
拔做准备。姐姐彭燕蓓先进入集训
队，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刚开
始集训的时候很多项目都不熟悉，需
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彭燕蓓说，
像铺床单这样的项目，由于力量不
行，每次都要比别人慢。“为了赶上进

度，训练后我都加练，现在已经能够
顺利完成每个项目了。”妹妹彭燕蕾
刚进入集训队不久，目前正在进行初
级训练。她说她和姐姐的目标一样，
都想要在重庆市的技能大赛中取得
好成绩。

“我们姐妹当初选择职业学校读
高中，其实是为了能更早地进入社
会，为家里减轻负担，没想到的是入
读后，学校、社会的关怀，以及学校带
给我们的全新视野，让我们明白了，
学会一门技术，学到一门技能的重
要，现在学校里学习，什么都不愁了，
还有社会给予的助学金，我和妹妹想
的就是学好学专，继续深造做个真正
意义的匠人”，彭燕蓓激动地说。

学校：新生减免各
种杂费达200余万元

重庆育才职业教育中心校长
董庭富介绍，从今年起，学校对新
生减免一学期代管费，住校生减免
一期住宿费，并赠送床上用品，减
免费用多达230多万元。另外，学

校还拿出30多万来奖励在学习上
取得成绩的学生。

董校长叮嘱此次受助的百名学
子：“同学们，有那么多公益单位和爱
心人士在关注着你们，有学校在关心
着你们，你们要懂得感恩、懂得珍
惜。希望你们努力学习，战胜眼下的
困难，完成学业，将来感恩和回报社
会，将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

重庆市职教学会副会长李光旭
也鼓励同学们，学校和社会为职业教
育的学生创造了这么好的环境，同学
们更应该自立自强，学好技术做个匠
人，学到技能修颗匠心。要带一颗感
恩的心，将来回报社会。

百名优秀贫困学子
受到资助

“福彩有爱·授人以渔——2017
重庆‘福彩刮刮乐·助我梦飞翔’公益
助匠活动”走进了重庆市育才职业教
育中心。当天，该校100名优秀贫困
学子每人领到2000元资助金，成为
了该活动的又一批受益者。重庆鸿

徒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年大学
生就业导师王志珏也围绕“工匠精
神”这个主题，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场
精彩的公益讲座。

“截至目前，‘福彩有爱·授人以
渔’公益助匠活动已经走进20余所
高中职院校，到今年底，该活动筹集
的300余万资助金，将惠及2000余
名职教学子。”活动现场，市福彩发行
中心渝西分中心主任樊娅表示，本次
活动通过“助人自助”的帮扶方式，希
望贫困家庭的在校高（中）职学生通
过“助人自助”和“扶智扶贫”的方式，
传递爱心、传承工匠精神，顺利走向
社会，改变家庭的困境。

因为贫困选择职业学校

因为关爱 双胞胎姐妹花决心做个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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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福彩刮刮乐·助我梦飞翔”公益助匠活动

重庆商报讯 9月23日，以“弘
扬庭院文化，铸造工程经典”为主题
的中国庭院设计大赛（笨鸟奖）西南
赛区启动仪式在重庆天来大酒店举
行。赛事由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
景园林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广州笨鸟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主办，华南农业大学·笨鸟风景园

林培训中心承办。
据悉，中国庭院设计大赛（笨鸟

奖）是目前全国首个庭院设计大赛，
为庭院设计产业界搭建一个产业融
合、交流互动、资源整合、品牌传播
的平台。在本次启动仪式上有来自
各地的设计师参加。笨鸟奖此次将
分为全国五个赛区（华南、华东、华
中、北方、西南）进行角逐，优秀作品
将在广州进行总决赛。

庭院设计大赛西南赛区启动

重庆商报讯 9月23日，顶固
全屋定制在重庆举行主题为“友
情永固”的2017亲亲季品牌盛典
暨张信哲见面会。当天下午，顶
固公司董事长林新达、首席营销
官汪光武、衣柜事业部营销中心
总经理李先辉、衣柜市场部总监

徐瑞璟、重庆总经理申朝庆与红
星美凯龙重庆区域总经理吴幼
宁、红星美凯龙重庆区域副总经
理唐皓、瑞丽家居总编辑周小捷等
嘉宾一起出席了盛典。

据介绍，今年顶固亲亲季第三
季将延续爱家维护，聚焦友情并携
手情歌王子张信哲作为顶固亲亲大
使，重温经典、友情。

张信哲现身顶固亲亲第三季

重庆商报讯 10月 20日重庆
国美秋季家装节将正式推出，活动期
间，针对市场热销的家电品类都将全
线促销，套购还有满赠等多重优惠。

冰箱作为每个家庭厨房的必备
单品，国美此次家装节推出三星
662 升对开式冰箱原价 17990 元，
活动直降4000元，仅售13999元。
松下冰箱NR-W620TG-XN雅致
金，全开式抽屉双层大冷冻，臻材干
湿分储功能，配备顶置压缩机，自由
变温，节能导航。原价18900元，此
次家装节活动仅售16999元。除了
冰箱，此次家装节国美还推出小天

鹅10公斤智能洗烘一体机TD100-
14522WDG摩卡金，一级能效，变
频电机，WIFI智能控制，原价4598元，
现活动仅售4198元。海尔滚筒洗衣
机 XQG100-B14876LU1 星空银，
晶致洗护，净如初生，大而浅薄，稳
而安静，净而健康，更有紫外杀菌，
安全洗护，此次活动售价5499元。

此外，购物满1000元送100元
现金抵扣券，满2000送200元现金
抵扣券，以此类推，最高送1000元现
金抵扣券，此活动限单件，3C、特价机
及部分型号不参加。套购满9999元
送海尔32英寸32B3300W液晶电视
一台，套购满19999元送三洋42英寸
42CE5210H2液晶电视一台。

国美秋季家装节下周闪亮登场

重庆商报讯 近日，新华保险
向阳江市环卫工人邓先生的家人支
付10万元人身意外伤亡理赔金。
前几日邓先生在工作中遭遇车祸而
身亡。这是新华保险自2017年 8
月下旬启动“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
你而行——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
公益行动”以来发生的首例理赔案。

据了解，环卫工邓先生是重庆
人，在阳江工作已有30年，家庭经
济拮据，近日在工作中遭遇车祸而
身亡。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行动于今年8月下旬启

动，是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成
立后的首个项目，该基金会为阳江
市的2086名环卫工人每人赠送一
份保额1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邓
先生正是其中之一。

据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关爱全国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行动2017年的计划是覆
盖全国20个大中城市，惠及20万
余名环卫工人，保额200亿元。新
华保险志愿者联盟还将围绕着环卫
工人群体开展一系列的关爱活动，
希望以此唤起全社会共同尊重和关
心环卫工人，共享和谐社会的大爱
和温暖。

新华保险关爱环卫工 完成首例赔付

重庆商报讯 近日，奉节县平
安乡的27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获得太平洋保险捐赠的意外伤害
保险，总保额8100万元，该保险在
9月30日完成投保工作，保险正式
生效，这使得贫困群众在脱贫的道
路上多了一份保障与安心。

近年来，太平洋寿险重庆分公司

作为重庆市扶贫集团成员单位积极
推进扶贫攻坚工作，每年向定点帮扶
乡镇提供帮扶资金，用于帮助当地修
桥修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通过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计生失独
家庭保障计划等惠民利民的险种，推
进普惠金融，帮助特殊困难群众摆脱
困境。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贫困村
担任第一书记，与当地政府和贫困群
众一道共谋脱贫致富工作。

太平洋保险为奉节贫困群众义捐

重庆商报讯 近日，大都会人
寿推出“都会长青年金保险”，这是
一款受众面非常广的年金型保险，
已在重庆、北京、上海、武汉、大连、
成都、杭州、天津等城市开售。

据了解，都会长青年金保险投
保年龄宽泛，0至70岁皆可投保，无

需健康体检以及财务核保。产品缴
费期固定3年,第五个保险单周年
日起即可开始领取生存年金，还具
有年金递增的功能，更有35倍基本
保额的满期金领取。

除此之外，都会长期搭配增值
服务：12小时电话医生、专家门诊
预约及陪诊服务（全家共享）、特定
癌症筛查满足客户特殊医疗需求。

大都会人寿推出“都会长青年金保险”

重庆商报讯 时下全球热销的
智能手机OPPO R11，日前正式发
布王者荣耀周年限量版，红色后壳上
镶嵌有王者荣耀18K镀金徽章，内置
王者荣耀主题元素锁屏壁纸，为游戏
用户打造专属体验。

据了解，对于智能用户越来越注
重的游戏体验，OPPO专门成立了游
戏优化专项研发小组，提出“智能场
景识别”方案，并主动找王者荣耀团
队、高通团队三方联合打造这款限量
版手机。业界知情人士称，OPPO是
第一家主动找游戏厂商推动解决问
题的手机厂商，在玩家最关注的——

如游戏加载、英雄选择、普通战斗场
景、大规模团战等场景一个一个的分
别去调试。“最终，OPPO R11实现
了2小时稳定60帧的游戏体验，此
次合作也开创了手机厂商与平台厂
商、游戏厂商深度技术合作的先河”。

根据 Counterpoint 最新公布
的数据，在2017年7月份全球智能
手机单一机型销量排行中，OPPO凭
借R11和A57两款机型分别占据排
名第三和第四的位置，其中，OPPO
R11更是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7
月最畅销安卓手机。同时，OPPO
R11继7月份进驻台湾以来，迅速受
到台湾地区年轻人关注，并在8月份
成为台湾最畅销手机机型。

OPPO R11热卖 王者荣耀限量版发布

重庆商报讯 近日，长安马自达
第二代 Mazda CX-5 在西安上
市，售价16.98万~24.58万元。第二
代 CX- 5 全系共 8 款车型，拥有
2.0L、2.5L两套“创驰蓝天”高压缩比
发动机动力组合。与上一代车型相
比，第二代CX-5的价格没有变化，

但是颜值更高，“人马合一”的操控感
觉更加强烈。

马自达全球首创的“GVC加速
度矢量控制系统”将全面搭载第二代
CX-5的全系车型。GVC系统根据
驾驶者的方向盘操作智能调节发动
机扭矩输出，优化调整四轮压地力。
通过车轮负荷的调整，使车辆随着驾
驶者的意图变化而高效平稳地变化。

长安马自达第二代CX-5上市

重庆商报讯 9月27日，纳智捷
品牌“510计划”首款战略车型 纳智
捷U5 SUV在广州上市，并公布正
式售价及购车金融政策。据悉，新车
共计推出10款车型，车型售价6.98
万~9.98万元。凭借自身实力，纳智
捷U5 SUV自成都车展亮相以来，

目前电商预售订单已突破10000张
大关。

配置上，纳智捷U5 SUV全车
系标配17寸铝圈、车顶行李架、LED
行车灯、前/后倒车雷达、皮椅、9吋
触摸屏、恒温空调，此配备超出行业
入门 SUV 车型水平。纳智捷 U5
SUV的入门版本就能享受如此丰富
的配置，价格只要6.98万起。

纳智捷U5 SUV广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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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开阔
可观繁华 可眺远山

纵观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古
代还是现代的居民购房选择，都会首
选上风上水之地。古义所指，上风之
地是风先吹到的地方，前面没有山脉
或者建筑甚至大树阻挡；上水之地指
的是地势较高的地方，水不容易淹
到。上风上水之地总的来说就是指
在开阔处地势较高的区域。故，上风
上水的首要条件便是地势高。

鸿府·锦上则立于鸿府高地之
上，四面视野开阔，既可观繁华，也可
眺远山。正是有了这样难能可贵的
视野资源，方以将资源最大化利用，
让景观更极致。需要提及的是，或许
目前所观之景会有些不如意，但待规
划落实，园区搬迁后，就能真正体会
到将美景尽收眼底的惬意。

超大中庭
领略独特的绿意与私享的美好

购房者在购房时，除了考虑户型
大小、交通、配套等因素外，小区的绿
化和中庭设计也成了购房者关注的
一个方面。拥有一个超大规模且设
计独特的中庭，能够让住房者感到清
净和舒适。

鸿府·锦上将绿化概念融入居
住环境，让购房者享有广阔的绿色
空间，绿树草坪花溪美景。中庭面
积更是逾10000平米以上，相当于
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半花园一半
家，人就住在花园里。中庭内带有
微地形的大片阳光草坪,能保证每
栋住楼的入户都能对应一块宽敞的
草坪及林下空间,最大化增加住户
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时间,在高耸的
楼宇之间也能拥有似在公园休闲与
运动的健康体验。

围合式布局
最大楼间距达150米

据了解，项目采用围合式布局，7
幢住宅围绕中庭花园布置，能实现

“户户有景，家家赏园”。保证了中庭
面积最大化，最大楼间距达150米以
上，也使通风采光做到了极致化。

另外，围合式布局有利于安全和
管理。围合式社区出入人员相对较
少，容易封闭，这样儿童就能安全地
在社区里面玩耍，老人也可以随意走
动。其次，围合式布局能形成有效的
社区边界，创造领域感和归属感。

风雨庭院
不去花园信步就来庭院闲趣

鸿府·锦上创造性的将闲趣生活
引入架空层，看得见风景更容得下邻
里温情。同时，架空层内设有休闲座
椅、健身器材等，能很好的促进邻里
之间的交流，既为业主提供了一个风

雨无阻的休闲生活场所，也是孩子们
的风雨游乐场。

超大阳台
演绎不一样的生活故事

清风拂过脸庞，在阳台上晒着温
暖的阳光，这是不是你一直想要的惬
意生活？

鸿府·锦上套内约67-101平的
户型设计，户户方正通透，动静分区、
干湿分区合理。户户有院馆设计，也
为生活的乐趣增加了多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套内约101平的
户型拥有6.3米长2.15宽的大阳台，

相比那些小得不行的生活阳台，简直
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超大阳台，拥有
极致视野，静坐其中，整个城市的繁
华尽收眼底。

大平层的横厅设计
致力打造更奢华的空间感

传统的客厅通常采光面较窄，进
深较长，我们称为竖厅。

如今，客厅采光面较宽、进深较
短的横厅设计在豪宅户型中开始流
行起来，越来越受到置业者尤其是高
端置业者的青睐。横厅使生活更为
阳光舒适的同时，也让空间更具尊贵

奢华。
现在，大横厅的设计风格不仅运

用于大户型，已经逐渐蔓延至中小户
型，鸿府·锦上就引入了大平层的横
厅设计，致力打造更奢华的空间感。
其中，在套内101平的户型中，6.3米
的横厅给生活创造更多可能。

三梯七户舒适电梯配比
让生活不再拥挤

如今，在高楼时代楼层越建越
高，楼栋的住户密度越来越大，而电
梯的配比却未跟上住户的需求。

鸿府·锦上采用三梯七户的设

计，加之，各楼栋的层高在14-22楼
之间，楼层相对较低，这样更能最大
限度地保证户户景观效果最大化，减
少电梯等待的时间，将更多的时间留
给陪伴家人。

挑高大堂并配置卫生间
尽显尊贵与气派

一般而言，入户大堂仅仅是步入
单元的过渡空间，而一进鸿府·锦上的
大堂，就能感觉不一样的尊贵与气派。

鸿府·锦上全部楼宇为挑高入户
大堂，将业主的高贵和生活的气度，
延伸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加上大
堂一角贴心配置卫生间，让亲朋好
友、商业伙伴到访更方便，也使主人
内心深处获得极大的荣耀。

打造全龄化社区
给予老人、儿童、青年多重关怀

鸿府·锦上致力于打造一个兼具
功能性与景观性的“全龄化”健康社
区，这也是鸿府整个大社区一致坚持
打造的理念。

小区内的园林景观不仅考虑业
主对于美景的观赏性需求，更重视业
主的休闲生活。根据不同年龄段人
群的需求，打造了多重户外运动休闲
主题空间，阳光草坪、亲子乐园、林下
空间、环形跑道、萌宠乐园、景观会客
厅、阳光运动场……无论是老人、小
孩、年轻人在园区中皆能找到属于自
己的休憩场所。

超1：1车位配比
车位充足 让你从容泊车

对于生活，有一群人坚持的是
“住有所居，行有汽车”。这种坚持折
射到生活中，就是房子、车子兼备，具
体到买房子的过程中，则是选择优
质、人性化的楼盘，并且楼盘停车位
充足。

那么，一个车位配比高的楼盘必
然是在优先考虑范围内的，鸿府·锦
上超1:1的车位配比，让你不再因找
不到空余的停车位而急的满头大汗，
在下雨刮风的天气，也不用担心爱车
被雨淋风吹了。 文／蓝娅莉

大阳台、横厅设计、视野开阔、上万平米大中庭等，构筑成长型阔景高层

鸿府·锦上登场 成就高层品质生活典范
如今，在产品业态种类繁多的市场下，购房者也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挑剔了。就连对刚需和刚改产品都产生了新标准，从预算到地段，从交通到面

积，从景观到配套，方方面面都为我们呈现出新的刚需一族的购房新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渝北石盘河这个板块，在双机场路、轨道9、10号线的贯通下，迅速迈入快车道，成为许多置业群体的考虑对象。处于核心地段的鸿府

全新高层产品【锦上】则针对刚需市场重塑刚需产品标准，备受刚需或刚改购房者青睐。
从居者走入鸿府·锦上开始，小区大门、超大中庭、园景的角落之间、入户大堂、横厅设计、大阳台休憩……一路走来，高端品质范儿在回家的各个环节

设计上，自自然然地表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