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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阴雨初放晴 郑州变身小清新
明日这样的晴好天气将逐渐转为阴天，全省将下起蒙蒙小雨
一早起来，不少市民看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

“世摩赛”
今天开赛
观赛路线请收好
□记者 王磊

□记者 刘瑞朝 文 白周峰 摄影
本报讯 连续的阴雨天终
于结束了，昨日的天气，雨停云
散，风静天晴。不必再忍受潇
潇暮雨，有幸在傍晚看那落霞
群鸟。清新的空气，蓝蓝的天，
不冷不热的气温，适合在户外
大口呼吸，适合在公园活络筋
骨。进入 10 月，北下的冷空气，
带来了连续的阴雨。虽则添了
足够的秋意，却直接影响到了
人们的生活。城市的居民盼望
着雨停天晴，来驱除长时间阴
郁的气氛；农村的居民渴望着
天晴雨去，来完成余下的秋收，
来进行未始的秋种。
前天晚上，雨还下得淅淅
沥沥。但一早起来，就能看到
东方放白，朝霞如缕，久违的阳

光和清新的桂香，便破窗而入，
迎面而来。抱怨了好久秋霖不
尽的朋友圈，开始大面积晾晒
起蓝天。雨后的蓝天，和如轻
羽的淡云，在微风的吹拂下，变
幻着，舒卷着。中午升上来的
气温一扫人们身上阴雨天的潮
气。但随着黄昏的降临，很多
人不禁发问，这样晴好的天，明
天还有吗？还会持续多久？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
报，这样的好天，今天估计将逐
渐消失。我省南部局部地区还
是秋雨不散，郑州的天气也将
由多云转为阴天。明天白天，
晴天又别，阴天又起，而小雨又
将蒙蒙地在全省下起。
具体来说，今天，我省西南

部、南部阴天，其中信阳地区和
南阳、驻马店两地区南部及邓
州、新 蔡、固 始 部 分 地 区 转 小
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阴
天。
周六白天，我省西部、南部
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
小雨。但是从周六夜里到周
日，全省阴天有小雨。而这场
小雨，并不是点到为止。因为
根据预报，下周一、周二，小雨
还将继续。
而前两天，河南省气象局
发布的消息，也让不少人颇为
沮丧。因为接下来的 10 月中下
旬，我省的天气以阴雨为主，好
好的一个 10 月，注定要泡在雨
水之中了。

本报讯 “郑州·郑东新区
杯”2017“ 一带一路”UIM 世界
X-CAT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系
列赛郑州站的比赛，将于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郑州东区龙湖
举行。
记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为
了保证大赛安全顺利进行，大赛
安保措施升级：观众必须持票和
本人身份证入场。同时，组委会
建议观众不要带包去观赛。确
需带包，须将包存放在入口外的
储物柜里，所有包裹禁止带入场
内。液体饮料等物品需要经过
严格安检，否则禁止带入场内。
需要关注的是，严禁没有报
备的无人机进入比赛区域。郑
州警方表示，发现违规进入场地
的无人机，立即击落，并追究无
人机操控者的法律责任。
X-CAT 摩托艇，每艘造价
人民币上千万元，平均时速近

200 公里，最高时速 280 公里。
每艘 X-CAT 摩托艇参加比赛
均由两名专业赛手操控，一名负
责控制引擎，另一名负责驾驶。
此前，X-CAT 摩托艇比赛通常
是在举办地的近海区域举行，本
次 X-CAT 摩托艇郑州站的比
赛开创该项赛事在内陆城市静
水湖泊举办的先河。
据悉，10 月 13 日，本次世
摩赛郑州站将展开标准试赛，参
赛的摩托艇将两两组合进行绕
圈赛。10 月 15 日，X-CAT 世
界摩托艇锦标赛郑州站决赛将
劲爆登场。参赛摩托艇根据排
位赛成绩作为出发顺序进行绕
圈赛，总共进行 14 圈，依据各艇
完成 14 圈的成绩决定名次。如
果排位赛一切顺利，由世界级赛
手驾驶的“郑州号”将会在决赛
中获得一个很好的出发位次，这
艘代表“中国梦之队”唯一参加
本站比赛的摩托艇，将与另外
11 艘赛艇展开终极对决。

观赛路线：
1.经中州大道——龙源一街（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向
东）——龙湖内环西路与龙源一街交叉口（向南）——至观众停车场。
2.经中州大道——北三环东延线（路面一层向东）——北三环
东延线与龙湖内环西路交叉口（向北）——至观众停车场。
注：观众停车场设在龙湖内环西路（龙源一街至北三环东延线
段，
全长 1500 米）。

恒大专注成品房 21 年品牌发布会，10 月 14 日郑州启幕

恒大 21 年情，周六见！

为了满足全国 260 多个城市，500 多万业主关于家的梦想，恒大匠心
耕耘 21 年，潜心营造 800 多个成品住宅项目，带给广大业主“心安处 是
我家”的爱与感动。
10 月 14 日，
“心安处 是我家”恒大专注成品房 21 年品牌发布会，即
将温情启幕。这一天，恒大将带着所有人关于家的梦想，迈入成品住宅新
时代。

启幕在即
发布会进入倒计时
10 月 14 日，
“心安处 是我家”恒大专
注成品房 21 年品牌发布会将璀璨启幕。
这是继“豫鉴美好，陕耀前行”之后，恒大
中原公司以另一种更加温情、更加亲密的
方式对外发声，深刻诠释恒大专注成品住
宅的匠心。
日前，河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
成品住宅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明年 1 月
1 日起，全省所有市、县新开工建设商品住

宅，全部要按照成品住宅设计建设。这项
新政意味着，未来“成品住宅”将成为河南
房地产市场的主流产品。
作为中原市场上成品住宅的风向标，
恒大中原公司在 2017 年上半年销售额突
破 243 亿之后，如何再创巅峰？又该如何
拓展自身在中原地区的广阔布局？这都
将在此次发布会上一一揭晓。

五大关键词
活动亮点提前看
距离品牌发布会的召开，只有不到一

周的时间，这场据说格外走心的品牌发布
走心：三大篇章，重新定义
会究竟有哪些亮点？本次高规格、超走心
幸福家
的品牌发布会，围绕品牌、产品、走心、震
不同于其它发布会的惯用手法，本次
撼、未来这五个关键词展开，将会给大家
“心安处，
是我家”恒大专注成品房 21 年品
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牌发布会，将会以人文情怀为切入点，设
品牌：豫陕合并后，恒大中原 置三大特色篇章：心之向、家之安、恒之
公司首次亮相
愿，
重新定义人们对于幸福家的认知。
众所周知，2007 年恒大集团正式布局
震撼：国际团队，定制完美视
中原。2017 年 1 月，恒大集团将河南与陕
听盛宴
西两大区域跨省合并，恒大地产集团中原
不同于其它发布会的惯用手法，本次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恒大在中
发布会恒大中原公司特地联手国际制作
原的大布局、大战略。此次“心安处，是我
团队，定制了人屏互动、温情舞台音乐剧、
家”恒大专注成品房 21 年品牌发布会，是
大型穿越舞蹈等震撼节目，届时一场国际
豫陕合并后恒大中原公司的首次对外亮
完美视听盛宴，必将震撼整个郑州，刷爆
相。届时，恒大将邀请豫陕两地的业主及
人们的朋友圈。
媒体代表与会，共同莅临这场象征着豫陕
未来：专家论道，共议成品，
合璧中原崛起，颇具历史性意义的品牌盛
典。
洞见未来

专注：怀揣匠心，深耕成品住
宅领域 21 年

今年 8 月 22 日，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财政厅等七部门出台成品住宅建设
新政之后，河南省将全面迎来成品房建设
的大发展时期。当众人即将起步时，恒大
已经在成品住宅的建设道路上深耕了 21
年，并相继研发了绿洲、名都、金碧天下、
雅苑、悦龙台等多个中高端系列产品，不
断提高成品住宅建设标准。这些产品研
发的“脚印”，大家都将在此次发布会现场
亲身感受。在特别设置的时空回廊中，恒
大 21 年来产品的研发历程及最新的产品
系列，
都将毫无保留的一一对外展示。

2017 年，中原房地产市场上始终弥漫
着激战的硝烟，成品住宅成为了各大房企
抢占制高点的一把“利剑”。成品住宅新
政颁布后，中原房地产行业走势如何？作
为中原楼市成品住宅先行者的恒大中原
公司，又将如何利用好成品住宅的优势，
在传奇之上再创巅峰？这是市场关注的
焦点。
为了解答人们的疑惑，恒大中原公司
特别邀请了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
将从各自的角度为人们解读成品房新时
代，
分别阐述未来成品住宅的发展方向。
风云即起，四方雷动。谁主江湖？请
君拭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