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短评：

本报讯（通讯员海俊伟）近日，中站国土
资源分局组织相关部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
联络员及该分局工作人员共40余人参加了培
训班。

培训班上，该分局聘请的地质灾害防治
专家，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
言，并结合当地目前地质灾害总体形势，深
入浅出地讲解了地质灾害基本知识及中站区
地质灾害概况、如何做好台汛期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和应急处置等方
面的知识。通过专家的详细讲解提高了参会
人员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对进
一步做好中站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中站国土资源分局

举办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原炜）为妥善化解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高新国土资源分局积
极配合示范区大信访，从8月1日至9月30日
在辖区内开展“大接访、大走访、大排查、
大化解”活动，通过开展活动，及时发现涉
土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在源头上预防信访
突出问题发生。通过接访走访，化解一批疑
难信访案件，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上报老
户吸附在当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高新国土资源分局

开展“大接访、大走访、大
排查、大化解”活动

本报讯（记者陶静）在这闷
热的天气里，你是想去马尔代夫
在沙滩上捡贝壳，还是想在英伦
街头看绅士、淑女？是想去东南
亚与水果“共舞”，还是想漫步
在意大利的街头品尝美味比萨？
可是世界那么大，工作那么忙，
我们只能在空闲时候想想这些美
景、美食，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完
成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别着
急，这个周末，恒大城就能满足
你。8 月 12 日~13 日，恒大城

“周游世界旅，欢乐自由行”活
动将举行，恒大城邀你一起感受
异国风情，品尝异域美食。

英伦风情，一帽倾城。英国
的帽子文化想必众所皆知，英国
皇室制帽名师崔西先生说，“帽
子是最具魅力的配件，它让人们
串连上优雅与美的字眼。”这句
话道出了英国人爱帽的真谛。一
直以来，帽子文化在英国盛行。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在什么地
方，帽子已然成了一个必不可少
的装饰，英国礼帽更是英国绅士
文化的象征。本周末，恒大城将
带来具有英伦风情的礼帽，但是

需要自己动手制作，想不想来挑
战一下呢？

马尔代夫，被誉为海上的一
颗明珠，那一抹蓝是多少人心中
的向往，晶莹剔透的海水，浅白
的沙滩，星罗棋布的珠贝随处可
见。本次活动上，恒大城将从那
遥远的国度为你带来这些贝壳，
一颗一颗，再赠你一条绳子，把
它们串联起来，环绕在颈部，在这
个夏日为你带来一丝海洋气息。

异域美食，绽放味蕾。比萨
是发源于意大利的食品，已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申请入选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全球颇受欢
迎。而泰国是水果的王国，是

“果王”榴梿，“果后”山竹的盛
产之地，还有芒果、菠萝、红毛
丹、棕榈果等各种热带水果。这
个周末在恒大城，意大利披萨，
热带水果应有尽有，浓郁的芝士
香、甜蜜的水果味，绝对能满足
你的味蕾。

据悉，恒大城 83~150 平方
米精装修观景高层住宅暑期优惠
现已冰爽来袭，分期付款首期6
万元起，助你实现宜居梦想。

本周末，恒大城邀你一起看世界

本报讯 （通讯员薛丹贵、赵桂芳） 近
日，市富源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组织全体人员
召开了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学习讨论
会。大家表示，黄大年同志用他的一生践行
了自己“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毕业赠言，
而作为土地整治人，不仅要学习他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的家国情怀，他敢为人先、开拓创
新的敬业精神，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
尚情操，更应该学习他爱国之情、敬业之
情、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脚踏实地地干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一名爱岗敬业的好员工。

市富源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学习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
记者在和诚外滩销售中心了解
到，该项目二期1号楼、2号楼
新品房源8月12日VIP会员招募
即将启幕。和诚外滩位于焦作城
市核心区域，紧邻市政府及南水

北调运河，区域价值无限，二期
新品包含 85~149 平方米户型，
整体户型方正，使用率高。现0
元入会即享1万元购房优惠，意
向客户莫失良机。

和诚外滩

二期新品即将亮相

本报讯（记者陶静 通讯员王雪
艳）“不动产证书能邮递到家？那真是
太方便啦！”近日，市不动产转移大厅
为在江苏省苏州市工作的郭女士办理了
不动产证书邮寄服务，受到了群众的好
评。不动产证书邮寄服务的开通，意味
着我市不动产登记发证业务向惠民、便
民迈出了又一大步，尤其在外地工作的
人不用耽误工作便能坐等“收”证了。

一直以来，不动产证书出具后，都
必须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明或公证书到发证机构领取，许多办证
人办完手续后，由于工作、生活等原因
很快就会离开，亲自领取证书十分不
便。为尽可能方便当事人收取证书，市
不动产转移大厅继开通绿色通道服务、
上门服务、预约服务等特色服务后，又
开通了不动产证书邮寄服务。市不动产

转移大厅窗口人员说：“当事人只需填
写一张快递单并支付快递费即可，我们
在出证以后就会通知快递公司将证寄往
当事人所在处。”

自“邮寄服务”开通以来，不动产
转移大厅共为5户外地群众办理了邮寄
服务，并及时跟踪快递信息，确保不动
产证书安全送达群众手中。

市不动产转移大厅开通邮寄服务

问题提出：马先生
问题陈述：我有一套房产证、土地证齐全

的房子，想过户给媳妇，目前契税手续已办
完，请问接下来该去哪里办理手续？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市不动产转移登记大厅的工作

人员表示，马先生需和爱人一起，携带房产
证、土地证、双方身份证、结婚证、契税减免
证明、房产分户图、宗地图原件，到市不动产
转移登记大厅办理手续即可。

夫妻之间
如何办理不动产权证过户

本报记者 秦 秦

进入8月中旬，虽已立秋，但高温天
气下，如何邀客上门光顾项目、在短时间
内充分展示项目实力并留住对方，依旧是
众房企最关心的事情。记者近期走访我市
各大在售项目发现，举办大型才艺选秀、
每周推出小规模暖场活动、定期释放不同
程度的优惠……在焦作楼市买卖双方的积
极互动下，热闹依旧。

上周末，“金德利公馆杯”小宝贝大舞
台少儿才艺大赛上周日在市广播电视台1
号演播大厅落下了帷幕，在为期两个多月
的比赛中，市民不仅欣赏到小朋友们多才
多艺的演出，更通过这一盛事，对金德利

公馆项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除了常规的
暖场活动，这种时间跨度较长的少儿才艺
大赛，更能为项目聚集人气。孩子多的地
方，人气就旺！”金德利公馆项目策划负责
人表示。据悉，焦作建业第二届“少儿才
艺梦想秀”公园里站初选也于8月5日拉开
了帷幕，期待孩子们的精彩表现，也期待
建业集团推出更多的优质大宅。

有了人气之后，要留住看房者的心，
除了过硬的产品之外，还需要一些暖心的
互动。本周，多家房企都将推出与美食有
关的暖场活动。武陟征云·领秀城啤酒音
乐节将在售楼中心门前开幕，丰富美食、
冰爽啤酒、激情摇滚、精彩互动，给大家
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官盛宴。周日，来征
云·悦景吃“土”了，来该项目售楼中心

参与盆栽蛋糕DIY，可爱小巧的“花花草
草”，充满文艺气息的盆栽植物，也能成
为齿颊生香的可口甜点。恒大城吹响美食
集结号，邀您品尝各国特色美食，意大利
比萨、泰国水果盛宴。

暖场不停，优惠不断。8 月 13 日之
前，购买恒大城83~150平方米全景高层，
可享受分期付款，首期6万元，享受精装
修品质生活。鹿港小镇清盘巨惠，74~140
平方米稀缺花园洋房，定房即享2万元优
惠。建业·公园里湾畔三期会员招募，
86~172平方米多种户型，居住体验更加优
越，现在入会，提前锁定1万元抵3万元
的购房优惠……

据记者了解得知，对后市充满期待的
众房企，一方面加大马力热情揽客去库

存，另一方面补充库存的积极性越来越
高，纷纷将拿地事宜提上日程。“随着一
线以及热点二线城市调控政策的加码，
大量购房需求向周边城市外溢和挤出，
启动了周边区域三、四线城市需求，改
变了之前的供求关系，房价也接连攀
升。郑焦融合的大背景下，愈发红火的
焦作楼市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市一
位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快速发展的焦作，无论是产
业导入还是城市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
转变，也蕴含着房产的升值预期。这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近期包括建业在内的
地产名企纷纷重金置地焦作，也不难理
解本土房企为什么热情高涨地频频出手
了。

焦作楼市：

房企热情不减 未来精彩可期

问题提出：郎先生
问题陈述：我和妻子都缴纳有住房公积

金，最近我俩想用公积金贷款购买一套房子，
我是1989年出生，妻子是1991年出生，如果
我俩共同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话，最长可以贷多
少年？

行动记者：陶 静
行动结果：记者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了解到，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借款
人法定退休年龄的剩余工龄，最长期限不超过
30年。

我的公积金贷款可以贷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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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房地产

服务监督台

前三名答对者将
赠送精美礼品每周一楼景每周一楼景 猜猜它是谁猜猜它是谁

《每周一楼景，猜猜它是谁》栏目欢迎广大读者参与，前三名猜中照片所在楼盘，即可获得精美礼品。读者请将答案
发往18439115777手机。 阿 东 摄

地产短波

销售动态

租售购信息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联系电话：8797333 13323915705

●出租工业路远大·艺安
苑住宅一套，精装小公寓，交通
便利，拎包入住。

电话：15225857111
●钛星小区位于韩愈路与

民主南路交叉口东南角，5楼
（共5层）146平方米，三室两厅
两卫，水电气暖齐全，简单装
修，售价面议。

电话：13903911256
●中站区1路公交车终点

站西征云·玫瑰苑有2楼、3楼
两套现房，面积均为108.56平
方米，三室二厅一卫，毛坯房，
楼层佳、位置好、户型合理，价

格从优。
电话：13603915136
●云河丹堤，太行路和岭

南路交叉口北500米处，2号楼
东单元东户 14层，建筑面积
133.5平方米。

电话：15978799998
●老市委家属院，3楼三室

一厅，暖气、燃气、家电齐全，价
格面议。

电话：13803915188
●太极·中央瀚邸公寓楼

房屋对外出租，朝南向、光线
好，家电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3608632181
●现有一套90平方米房

屋出租，水电气齐全，交通便
利，附近有市十八中学和环南
一小。

电话:15346188288

本报讯 （记 者陶静） 近
日，记者在建业·公园里销售
中心获悉，建业·公园里湾畔
三 期 会 员 招 募 活 动 正 在 进 行
中，会员入会可享受1万元抵3
万元购房优惠。据了解，此次

推出的建业·公园里三期新品
包含 86~172 平方米户型，可满
足置业者的不同需求。三期新
品在户型设计、景观、居住体
验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升级，
居住体验将更加优越。

建业·公园里

三期新品会员招募进行中

本报讯（记者韩淼）想看大洋深处
的精灵，不一定非去亚龙湾海洋馆；想
看呆萌的海狮表演，不一定非得去大连
老虎滩。8月18日至9月3日，建业·公
园里奇幻海洋嘉年华强势来袭，带您领
略神秘的海底世界。

活动期间，珊瑚海景、海月水母、

彩色水母等数十种稀奇少见的深海动物
将与市民们零距离接触。变幻莫测的神
仙鱼、可爱萌主蓝精灵、七彩神仙鱼、
狮子鱼、刺豚、炮弹鱼、接吻鱼等海底
奇兵也纷纷捧场，让大家切身感受海底
世界的魔幻与神奇。

如果你想深入体验海底世界；如果

你想体验海底世界的魔幻与神奇，欢迎
来到建业·公园里，活动规模超乎你的
想象，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五
彩斑斓的海洋生物，感受神奇奥秘的海
洋世界，正确认识海洋，探索海洋文
化，寓教于乐。

建业·公园里奇幻海洋嘉年华即将登陆焦作

本报记者 王 倩

“2015年年底，我在远大·未来
城19号楼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置
业顾问告诉我三期19号楼的房子和一
期、二期一样。现如今，开发商擅自
将外墙砖改成了真石漆，我感到非常
气愤。”19号楼一业主向记者表示。

19 号楼外墙为何采用真石漆呢？
远大·未来城分管工程的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9号楼外立面采
用的真石漆，是远大置业经过多方面考
虑才决定的。首先，19号楼共30层，主
体超过100米，属于该小区最高且最北
侧的住宅建筑，未来墙体受风力、气
温等自然气候的影响较大，若采用面
砖，极有可能出现掉落伤人的风险；
其次，19号楼紧临工业路，如果墙砖
脱落，即可能造成人员伤害，同时也
增加了业主与受害者产生纠纷的可能
性；第三，2015年建设部出台有关外
墙装饰最新规定后，有部分省市已经
开始禁止高层建筑使用外墙面砖。“此
外，远大·未来城的设计方——深圳市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甲级资质）也强烈
建议我们使用真石漆。远大置业本着
对业主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接受
了设计院出具的正式文件，才决定将
19 号楼外墙采用真石漆这一高档涂
料。”工程负责人如是说。

那么是否真如业主所说，开发商
采用真石漆是为了偷工减料，欺瞒业
主呢？据了解，真石漆是一种新型建
材，具有防火、防水、耐酸碱、耐污
染。无毒、无味、粘结力强，永不褪
色等特点，能有效地阻止外界恶劣环
境对建筑物侵蚀，延长建筑物的寿
命。远大·未来城办公室负责人告诉
记者，19号楼外墙采用的真石漆，其
实比一期、二期的墙砖还贵了一些。
随后，他拿出了一份该项目二期的存
档合同，上面写着面砖 29 元/平方
米，而另一份合同中写明真石漆的价
格是58元/平方米。记者了解到，为
了保证项目整体的品质和档次，19
号楼外墙采用了目前市面上高档涂
料——真石漆，而该楼栋使用的是由
持河南省著名商标证书的河南颂源涂
料有限公司提供的嵩山牌真石漆，其

成本是一般涂料的两倍。
此外，办公室负责人表示，该公

司与19号楼业主所签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 中附件三装饰、设备标准中，
第一条明确规定如下：“外墙：局部
外墙装饰仿石面砖，其余外墙装饰面
砖或涂料。”该负责人认为，按此条
款，远大·未来城并没有违约。

已调入集团总部的前焦作远大置
业总经理冯海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个小区的建设是一项复杂浩大
的工程，是需要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
结合各方面的情况采取最优化的解决
方案，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远
大置业在焦作已立足15年，能够取得
今天的骄人成绩，除了依靠远大人15
年的辛劳汗水外，更依靠着众多市民
的支持和厚爱，今后远大置业将一如
既往干好自己的工作，不辜负焦作市
民的这分信任。

业主不买账 房企很无奈

8月7日，一篇名为《焦作远大·未来城出大事，拉横幅“封门”，到底是咋回事》的微信文章在朋友圈传播，文章中反映的是远大·未来城19号楼业主
对开发商将墙砖换成真石漆表示不满。是远大·未来城19号楼业主曲解开发商的善意？还是开发商真的在偷工减料，欺瞒业主呢？请看——

多一分沟通 少一分误会
出现远大·未来城19号楼的这

场小风波，看似是因为外立面用料
引起的，实际上是因为业主和开发
商之间缺乏沟通、缺乏理解所致。

站在业主立场上，外立面与买
房时所说不一致，自然心里会有不
满，而开发商确实在吸取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本着对业主和社会负责
的态度，才决定 19 号楼部分用仿
石面砖，主体建筑用真石漆的。

双方谁有错？都没错。为啥起
风波，就是因为沟通不够。作为业
主，遇见疑问的时候，多去了解，
多去咨询，不要意气用事，采取过
激行为。作为开发商，应该多与业
主沟通，理解业主的心情，多加宣
传，主动消除误会。都这样去想、
去做，才会消除不必要的麻烦，化
解不必要的风波，我们的社会也能
够更加和谐。

远大远大··未来城未来城1919号楼业主代表和开发商的座谈会现场号楼业主代表和开发商的座谈会现场。。 王王 倩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