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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鸿运国际商城人民
路与文昌路交会处附近
有一商铺G3117，面积
54.83 平方米，价格面
议，欲购从速。电话：
18239186666

鸿运国际商城人民
路与文昌路交会处附近
有一商铺G3118，面积
54.83 平方米，价格面
议，欲购从速。电话：
18239186666

鸿运国际商城人
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
附近有一商铺G3119，
面积 53.76 平方米，价
格面议，欲购从速。电
话：18239186666

金山·东方花园，人
民路焦作大学东有一复
式房源，位于7号多层楼
6层（6+7跃层），面积
295.97 平方米，现出
售，欲购从速。电话：

15036546520
征云·悦城南苑，解

放路与山阳路交会处附
近，面积109.56平方米，
小高层电梯洋房（赠车
位），现出售，欲购从速。
电话：13603915136

东焦作新村（市人
民医院北）有二层楼
带小院出租，临路，有
部分门面房。电话：
13903911256

解放区烈士街电梯
房 一 套 ，2 楼 ，面 积
125.51平方米，可签购
房合同，可银行按揭。
电话：18439115777

太行路与岭南路
交会处北 300 米云河
丹堤新房一套，面积
132.26 平方米，2号楼
2单元东户14层（总高
22层），四室两厅，现出
售，欲购从速。电话：
18625880985

本报讯（记者陶静）
近日，记者在位于市迎
宾路与世纪路交会处附
近的焦作碧桂园营销中
心了解到，该楼盘正在
进行千人团购会活动，
拼团购房最高可打 9
折，优惠巨大，机会难
得，欲购从速。据悉，焦

作碧桂园楼盘将智能化
植入精装住宅及社区，
以智慧规划、智慧社区、
智慧安防、智慧产品四
大超前科技体系，使业
主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小
区里，都能享受到 4.0
智慧科技带来的便利生
活。

进入9月，开发商热情高涨，
近期不仅有营销中心亮相、楼盘
加推新品房源等，与此同时，促
销、暖场活动也随之增多，可谓摆
脱了前段时间萎靡不振的“症
状”。业内人士分析，这将在一定
程度上刺激楼市的销量，焦作楼
市或将迎来“金九月”。

上周恰逢教师节，建业·书香
院子项目特推出“说出爱、谢师
恩，赢好礼”活动，市民只需要在
焦作建业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下
面留言，说出对恩师的心里话，亦
或是学生时期与老师之间发生的

有意思的事情，点赞量排名前十
即可为恩师赢取专属鲜花一束。
璞玥府项目为谢恩师，特别推出
凡从事教育工作的购房者，购买
在售房源均可享受额外优惠，其
中购买一期房源除了正常优惠
外，还可额外享受1万元专属优
惠；购买二期房源可额外享受
8000元专属优惠。与此同时，还
有到访就有看房礼，买房可享订
房礼等活动。此外，还有不少楼
盘在其销售中心举办了各式各样
的暖场活动来关爱学子和教师。

9月 11日、12日，世合·玺
悦苑项目在其营销中心举办了
雪花泥黏土画DIY和雪花泥笔
筒DIY，让来宾们“寻味童年、彩
绘梦想”。同一时间，在焦作碧
桂园项目组织开展了“悦享开学
季，助力拆盲盒”活动，小盲盒里
藏着大大的惊喜，该活动吸引了
不少客户的参与。9月11日下
午，由征云·美好生活家园主办
的“美好宝宝”少儿才艺大赛复
赛如期在美好生活体验馆内举
行，受到了不少来宾的观看。除
了精彩的暖场活动外，9月11日
建业府营销中心盛大开放、和
兴·外滩玺苑1号楼盛大开盘，

上演了一场“抢房大战”。
“进入9月以来，我市房地

产市场有了回暖的迹象，让我们
重提信心，为了完成全年的销售
任务，各楼盘自然不会错过‘金
九银十’这一绝佳销售时间段，
势必会推出各类丰富的房源和
优惠信息来吸引购房者。”位于
天河公园附近一楼盘营销人员
对记者说。

不仅是开发商的推盘量已
经明显上升，购房者也表现出了
入市的意愿，除了刚性需求购房
者外，改善性购房者的购房意向
也愈发明显。“近日，咨询大三房
或四房户型的客户开始增多，我
们营销部近期也加推了一栋以
大户型为主的高层住宅楼，以迎
合市场需求。”一楼盘工作人员
说。

业内人士分析，我市房地产
业向来有着“金九银十”的说法，
开发商往往喜欢在这样的节点
推出大幅优惠，力度一般比较
大，对购房者来说，这一时期可
以货比三家，更容易买到物美价
廉的好房子。

左上图 璞玥府优惠活动
吸引市民关注。王 倩 摄

本报讯（记者陶静）
近日，记者在位于市民
主南路与南海路交会处
东北角的建业新筑项目
了解到，该项目开启了
金秋购房节活动，购房
可享订房砸金蛋、每周
五套特价房等五重优
惠，活动力度巨大。据
了解，建业·新筑是焦作
建业首个奢华“筑”系产

品。焦作建业·新筑将
继承建业天筑系产品对
建筑、城市、客户、生活
的不断探索，率先将铝
板和金属漆等创新建材
应用于建筑外立面，外
开窗设计，270度观景
双飘窗，刷新焦作幸福
人居标准，为业主成就
轻奢美学生活体验。

焦作楼市暖场活动异彩纷呈
本报记者 王 倩

建业新筑

开启金秋购房节活动

焦作碧桂园

拼团购房有惊喜

“‘双碳’目标的提出，覆盖
了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戴
德梁行高级副董事、可持续发展
服务平台联席执行主管陈宬日
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力
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将为
各行业带来一次系统性的变革，
对于未来如何提升资产的价值，
低碳是首要标准条件。

历经数十年高速发展，我国
的房地产行业正在由规模化向
高质量发展转型，健康、绿色指
明了行业转型发展的方向。陈
宬认为，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及相
关企业作为碳排放“大户”“双
碳”目标对住房建设、建筑耗能
等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对于采用统一生产配
装、节约材料、减少废弃物排放、
降低施工现场环境影响的装配
式建筑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
新型产业或得到政策扶持。

其次，或将实质性推动建筑
的运营规则，从过去单一的“规
则设定”，到今后真正通过智能
化的系统，软件来调配设施设备
的运行运转，促使房地产在运行
阶段，降低能耗及碳排放。

第三，未来零碳建筑或成主
流，“绿色建筑”将升级为“近零

能耗建筑”。其中，零碳建筑科
技和既有建筑的升级改造是重
点，如提升低排放建筑的标准和
运营水平，加快推动超低能耗、
近零能耗和零能耗建筑等。

陈宬提醒，由于目前我国的
碳中和市场建设仍处于初期阶
段，结合房地产行业实际碳排放
总量情况，房企助力“碳中和”目
标实现的路上，存在三个比较明
显的难度。

第一，技术政策与规范的有
待完善。第二，相关的技术与产
品仍处于较初期阶段，实现碳中
和技术在当下房地产行业中并
未被广泛运用，或者即使运用
了，出现许多设计上的不协同问
题，无法真正实现最初的设想。
第三，绿色金融相关标准有待完
善，发展与推动低碳技术与产品
房地产责无旁贷，但具体到每一
个开发商或产业产品中，金融与
经济政策的助力是不可缺失的
一环。

“但是，房地产行业减排降
碳势在必行，商业地产投资者、
开发商和业主在做开发和运营
决策时，要做好加减法，多管齐
下。”陈宬建议。

在材料应用方面做减法。
减少材料的使用能源需求，选择

有环境数据，采用对环境影响小
的材料和能源，节能设计选择玻
璃幕墙、自然风空调系统等。

在建筑管理和维护服务方
面做加法。对既有建筑进行升
级改造，重视日光、风、雨和地热
等细节；加大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科技在商业建筑的使
用，提高能源系统运行效率。

同时，大力推动低碳技术的
发展与普及。优先发展节能节
水建筑技术；采用3D打印可以
实现快速、低成本、高效、高品质
和客户定制等优势的技术；运用
预制模块化建筑技术(PPVC)，相
比传统施工方式，PPVC不仅可
以有效缩短工期、降低劳动力需
求，而且能减少水、空气和噪声
污染，从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作为一间专业的房地产顾
问公司，我们将从建筑设计与
建造过程中建议并帮助项目减
少隐含碳的排放。”陈宬说，今
年越来越多的房企提出“碳中
和”目标，积极推进绿色建筑业
务，落实环保节能、绿色发展的
理念，带动了整个行业结构的
转型，对房地产行业实现可持
续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影
响。

刘福临

“双碳”大考进行时 零碳建筑或成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