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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段买同样大小的房
价差 5 万元
开发商：一个优惠前交的定金，
一个优惠后交的定金
昨日，市民任先生致电广
元晚报新闻热线反映，2015 年
5 月，
他在下西会展中心维多利
亚国际温泉社区购买两居室住
房一套，建筑面积 72.02㎡、总
价 316511 元 ，单 价 4395 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交房后，
于 2017 年 3 月进入装修程序。
任先生通过装修工人了解到，

热线·专题

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冯勋 美编/张懿玲 校对/向垚垚

有业主在相同时段购买户型、
面积、朝向和楼层相同或相近
的房子，购房总价较任先生便
宜 5 万元左右。任先生感觉销
售存在猫腻，多次找到维多利
亚国际温泉社区销售中心讨说
法未果。
记者通过维多利亚国际
温泉社区开发商四川每日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广元分公
司了解到，该项目于 2014 年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5 年
广元楼市处于低迷期，房价呈
下行趋势。为缓解销售压力，
2015 年 5 月 18 日起，该项目推
出 3600 元/㎡ 、3800 元/㎡ 、
4000 元/㎡特价房。任先生购
买的住房在当年 4 月底已交定

金，并于同年 5 月 5 日签订了
商品房预售合同，因此不能享
受特价房源价格优惠。商品
房买卖采取双方自愿原则，交
付定金和签订预售商品房买
卖合同则是双方意愿的真实
表达。
（报料人：
任先生）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汪国义

病患出院
通过晚报感谢医护人员
昨晚 7 时，市民赵先生致电广元晚报
新闻热线称，他是苍溪人，因脑梗被 120
救护车送往广元市第四人民医院医治，在
全体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及照顾下，目前
病情已经好转，准备出院了，他想通过广
元晚报感谢该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
“以前经常看到医患关系紧张的新闻
报道，但是我这次住院却感受到了家人般
的温暖。”赵先生说，医生不论多忙，每天
必到病房查房，仔细询问术后病情及身体
情况，尽职尽责的态度让他有了对抗病魔
的信心。其次，他感谢那些有着天使般笑
容的护士们，她们每一天从上班开始都奔
波在护士站和病房的路上，对病人及家属
热情细心，护理技术专业。赵先生说，他
代表全家由衷地向该院所有医护人员表
示感谢，
并向医院赠送了锦旗。
（报料人：
赵先生）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尹泽娟

苍溪职中

市八二一中学

引领组建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共同体

举办学生寒假作业展

11 日下午，苍溪职中、四川苍
溪猕猴桃研究所、苍溪圣丰农产品
经营有限公司校所企三方合作签
字仪式在苍溪职中会议室举行。
签字仪式前，三方协商了合作
的具体事宜。大家一致同意，校所
企组建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共
同体，并以共同体为平台，建立产
学研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
培养联盟，共同建设高标准猕猴桃

为帮助学生养成认真、严谨
完成假期作业习惯，营造“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使学生们端
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5 日，市八二一中学在新建运
动场举办了学生优秀寒假作业展
评活动。
此次作业展评覆盖全校小学、
初中、高中各年级，经过班内严格
筛选，
每班每科评选出 10 本优秀寒
假作业，参加年级统一组织展示。

产业示范园，共同组建专业技术团
队，推进苍溪职中农艺、农联、农旅
等方向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积
极推动学术交流，助力苍溪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
在热烈的掌声中，三方负责人
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握手互贺。签
字仪式后，三方共同研讨了现代农
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质红
阳猕猴桃生产技术课程资源开发

草案。苍溪职中相关处室负责人，
现代农艺技术、计算机应用、旅游
服务与管理等专业教师参加签字
仪式。
苍溪职中是国家级重点职业
中学、省示范中职学校项目建设学
校，近年来，该校重点建设农艺、农
联、农旅等方向的专业，积极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
左新民

学生们认真翻阅、
观摩各学科的优
秀作业，有的赞叹不已，有的热烈
讨论，
有的表示欣羡……规范的书
写、
整洁的卷面、
完美的答题，
都深
深地印刻在同学们心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
观看寒假作业反馈展览，在优秀
作业的示范作用下，很多学生表
示将见贤思齐，积极认真地完成
好作业，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
素养。
徐健力

万达中学

表彰
“巾帼岗位能手”
8 日,万达中学高中部在川北
民俗文化园举行了“三八”妇女节
座谈会及游园踏青活动。
万达中学校长姚辉首先代表
学校向全体女教师致以节日的祝
福，对各位女教职工为学校发展的
辛勤付出表示深深感谢。同时勉
励 全 体 女 教 师 加 强 学 习 ，丰 富 自
我，做“有品德、有师德、有公德”的
好教师，扎根教坛，建功立业，再创

新业绩，用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座谈会上，还对梁琴、文敏等
七位爱岗敬业、教学业绩突出的女
教师进行了表彰，授予她们“巾帼
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最后，文敏等几位教师畅谈了
自己的工作感受，她们纷纷表示在
万达中学这个大家庭中，不仅获得
了浓浓的幸福感，而且让自己在教

元坝中学
育教学上得到了很大提升。她们
还倡议全体女教师要更加自信、勤
奋学习、热爱工作，用智慧和汗水
谱写万达中学新篇章。
此次“三八”妇女节通过开展
座谈会、游园、踏青、赏花等活动，
进一步加强了教师之间的情感，增
强了该校教师投身教育教学工作
的责任感和激情。
黄子会

苍溪县城郊中学

召开西华师大实习生见面会
12 日，苍溪县城郊中学召开西
华师范大学实习生见面会。西华
师大带队教授邱永旭、城郊中学党
委副书记向敏到会并讲话，西华师
大 11 名实习生以及城郊中学指导
教师参加会议。
会议就实习活动的日程和阶
段 任 务 作 了 具 体 部 署 ，从 角 色 定
位、工作态度、常规管理等方面对
实习生提出要求与期望。要求指
导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方面
对实习生进行实习指导，助推“准”
教师成长。接着，实习生代表蒋妍
发言，她善思乐学的态度和全力以

赴的决心，让同学们振奋不已。
随后，邱永旭教授对城郊中学
细致的实习安排表示由衷感谢，希
望实习生严格遵守学校日常管理
条例，珍惜机会，虚心请教，踏实学
习，高质量地完成实习任务，做到
享受过程、学有所成。
最后，向敏作总结讲话，对西华
师大实习生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对西
华师大多年来对城郊中学的教育帮
扶表示感谢。同时对实习工作提出
要求：实习生要注重“身份”转变，业
务、师德实习“两手抓”，还要上好第
一节课，夯实教育教学各项技能；指

导教师要备、
讲精品课，
言传身教，
全
面指导；实习工作务必分工明确、各
司其职、
各尽其责。
会后，该校指导老师与实习生
面对面交流，深入沟通，实习工作
正式拉开帷幕。
苍溪县城郊中学历来非常重
视实习指导工作，对实习工作做到
有计划安排、有过程管理落实、有
考核评比小结。相信在城郊中学
众多优秀教师认真的指导之下，西
华师大实习生一定会学有所成，圆
满完成实习任务。
黄卓

凝神聚力提质效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各处室工
作，推动学校各项工作高效有序
开展，12 日晚，元坝中学在新校区
二阶会议室召开 2019 年春季第二
次教职工大会。
会议组织全体教职工认真学习
了作风纪律建设相关规定。各处室
负责人汇报了本学期各项工作的
安排部署情况。学校负责人表示，
各处室的工作部署有思路、有举
措、有亮点，希望全校教职工干字
当头，实处着手，奋力开拓学校工

作新局面。会议强调，本学期学校
工作总基调是，以改革促发展，以
创新求突破，以实干出业绩。新学
期工作要在拼实干、抓落实上用心
用力，要高点站位，强化目标引领
导向；要实处着力，强化工作落地
落实；要提振精神，增强创业的积
极性；要转变作风，强化工作执行
力；要加强学习，提高综合素养，认
真抓好教育教学本职工作，以更大
的胆子、更快的步子、更强的力度，
开创学校美好的明天。
王晨敏

八庙小学

严把食品安全关 确保师生健康
为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14 日上
午，
苍溪县八庙小学成立了食堂品
质自查自检组。学校校长、
行政干
部、
教师代表参加了检查工作。
自查自检组实地查看了食堂
设施设备、仓库、加工区、烹饪区、
消毒间、备餐间、洗消间等。检查
内容包括，食材原材料新鲜程度，
品质优劣情况，加工流程是否规
范，食堂工人着装仪表，食材的存

储及进出库管理，
餐饮具的清洗流
程，消毒方式与记录，食材供应商
的资质查验，现场食材鉴别，食材
的生产日期与保质期等方面。
检查结束后，举行了总结交
流活动。大家一致认为，学校多
年来严格按照上级相关部门要
求，严把食品安全关，食堂管理规
范，保障了全校师生健康安全。
何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