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产服务台

本报讯（记者郭辉）据焦
作房信网数据显示，上周我市
网签新房 155 套，销售总面积
15124平方米，其中住宅占84%，
商铺占16%。

据了解，上周所售房屋中，
住宅成交套数113套，成交面积
12710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
米 5444 元。商铺房屋成交 42
套，成交面积2414平方米，成交

均价每平方米6155元。在住宅
销售中，60 平方米以下小户型
占２%，144 平方米以上大户型
占 12%，60~90 平方米户型占
13%，90~120 平方米户型占４
２%，120~144 平方米户型占３
1%。据悉，上周焦作楼市销售
前三名为恒大城、征云·悦城、
金德利公馆。

上周我市网签新房155套

问题提出：刘先生
问题陈述：最近，我想把

房屋贷款全部还上。请问，提
前还款，会有什么后果？

行动记者：郭 辉
行动结果：针对刘先生提

出的问题，业内人士说，金融
机构允许提前还款有一些附加
条件，例如提前还款是否要缴
纳违约金。违约金和减少的借
款利息哪个更多一些，这样便
于你选择是否要提前还款。

房贷提前还款有什么后果

问题提出：孙女士
问题陈述：我与爱人刚离

婚，房子归我。目前，房产管
理中心的手续已办完，如何办
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据悉，孙女士

需和前夫一起携带产权证、土
地证、双方身份证、离婚证、
离婚协议书、减免契税证明、
房产分户图 （2 份） 和宗地图
（2份） 等材料的原件，到市不
动产转移登记大厅办理手续即
可。

离婚如何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问题提出：蒋先生
问题陈述：我和妻子准备

协议离婚，房子归我，由我支
付50万元给对方。我手头比较
紧张，能否通过我们俩的这套
房贷款吗？

行动记者：陶 静
行动结果：据悉，房子如

果没有贷款，蒋先生可以向银
行申请抵押贷款，只要信用度
符合规定就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能贷款吗

销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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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房地产

100万平方米的鸿运国际商城，作
为豫西北晋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性

商贸物流市场，吸引
了 各 大 品 牌 纷 纷 进
驻。鸿运 O2O 电商
园成功运营，居然之
家焦作店开业在即，
鸿运的品牌集聚效应
不断显现。作为焦作
建材家居行业的高端
品牌——科勒厨卫，
看好鸿运国际商城的
未来，布局鸿运抢占
市场制高点；看好居
然之家的品牌效应，
进驻居然，彰显科勒

品牌地位。近日，500平方米科勒厨卫
居然之家实景样板生活馆火热装修中，

记者专程采访了科勒焦作分公司总经理
刘峰。

科勒厨卫 五星级酒店指定品牌

记者来到位于塔南路某商场,在一
楼大厅，正对着商场大门，一排发光字
异常醒目，200多平方米的空间布局十
分合理，琳琅满目的展品整齐划一的陈
列其中，整体厨房、卫浴间等实景样板
间分列四周，现代、简欧、中式、混搭
等风格各异，令人眼花缭乱。

“我是从2014年开始代理科勒品牌
的，科勒是美国卫浴品牌，创立于1873
年，迄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个很有
文化底蕴的品牌。一般五星级酒店对卫

浴产品通常都会指定某几个国际大品
牌，科勒就是其中之一。”介绍自己家
的品牌时，刘峰颇有自信。

据了解，刘峰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
开始从事建材行业的，先后代理过欧神
诺、箭牌、科勒等多个品牌，一直以来
走的都是高端路线。短短几年间，凭借
良好的业绩，精良的产品质量，贴心的
售后服务，赢得了本地消费者的信赖和
支持，生意越做越红火，在武陟、沁阳
也开了分店。

居然之家 大牌云集优势明显

这次刘总在居然之家投资打造500
平方米实景样板生活馆，店面足足有现

在的两倍大，记者估计至少得投资200
万元以上。谈到与居然之家的合作初
衷，刘峰表示，这两年科勒做得还可
以，但受限于现有场地规模，一直想扩
店经营。本次选择进驻居然之家，也是
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除了看中居
然之家场地大、品类全、品牌多的优势
以外，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良性务实
的经营理念、规范的商场运作管理等也
是选择的重要因素。

区域性大市场 鸿运潜力巨大

除了对居然之家的品牌影响力信任
以外，刘总对作为居然之家焦作店的开
发运营商——鸿运国际商城也很看好。

刘峰表示，焦作家居建材市场历史悠
久，但规模小、管理不规范、环境散乱
脏差、停车难等一直是难治痼疾。要解
决这一根本问题，必须进行资源整合，
统一规范，才能有长远的发展。近年
来，焦作商贸活市、东扩南移的利好政
策接连出台，加上最近又被国务院批准
为中原区域性中心城市，必将给焦作带
来大发展。

鸿运国际商城这一区域性商贸物流
大市场的规划定位，抢占了焦作商贸物
流业的发展制高点，也填补了焦作家居
建材专业市场这一块空白，潜在价值不
可估量，未来可期。选择鸿运国际商
城，理所当然！⑨

韩 淼

抢占制高点进驻居然之家
——专访科勒厨卫焦作分公司总经理刘峰

本报讯（记者陶静）浩瀚的星空是
许多人无限遐想的天地，令人憧憬和向
往，大家小时候想必都曾想过，如果找
到一个足够高的梯子，是不是就能把天
上的星星摘下来？可惜，终归是梦想，
但对星空的幻想却从未停止过，如梦如
幻的星空，让每次仰望都充满了美好的
遐想。10月14日，恒大城“梦幻星空
主题周”活动即将启幕，给你一个与星
空亲密接触的机会，带你仿佛置身浩瀚
无垠的星空，体验梦幻时刻，感受恒大
魅力。

星空手链DIY，魅力无限。星空手
链来自西方，并被看成是爱情的象征，
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星空手链也象
征着进取、成功、胜利和荣耀，可增强

佩戴者的才能，同时能提升人体的正
气、排去邪气，清晰头脑、舒缓压力。
活动期间，恒大城将提供各种制作星空
手链的材料，让你亲手制作一条属于自
己的星空手链。

星星点点，梦幻枫叶瓶。灼灼星
光，也能熠熠生辉，晶莹透亮，蕴含着
昨日的小秘密，一个个小瓶子，拼凑着
大大的梦想，再加上枫叶的搭配，颜色
更加的生动活泼，仿佛收藏着小时候的
童真。活动期间，到访恒大城将有机会
获赠梦幻枫叶瓶，将浪漫带回家。

星空棒棒糖，欢乐齐分享。星空棒
棒糖是一种来自于美国的创意糖果，在
互联网上有人也叫它“太阳系棒棒糖”，
这是一种纯手工制作的棒棒糖，在糖球

的中间有美丽的星球图案，此图案采用
可食用糯米纸，周围裹上了优质纯天然
的糖浆，分别由异麦芽酮糖醇、玉米糖
浆、原生态食用色素、精幼白砂糖4种
原料制成，保证纯天然无公害。如此诱
人的美食，怎可错过，本周末一起来品
尝吧。

乌云棉花糖，创意无限。如果说夏
天是吃冰淇淋的季节，那么秋天就是吃
棉花糖的季节。活动期间，源自韩国的
乌云棉花糖，超高的颜值，美味的口
感,一定可以征服那个贪吃的你。此
外，还有将星空主题融入甜点中的星空
甜品，邀你一起品尝。本周末来恒大城
吧，让你畅游星空的海洋，探索星空美
食的奥秘。

恒大城“梦幻星空主题周”活动即将启幕

本报记者 陶 静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焦作
楼市火热不减，除了平常的打
折、存抵、特价房等优惠手段，
不少开发商更是频出新意，国庆
嘉 年 华 、 金 秋 游 园 会 、 亲 子
DIY、礼品大派送、游戏竞赛等
精彩纷呈的楼盘暖场活动也随之
蜂拥而至，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吸引了众多看房者。

唐风舞蹈、绣球传情、“玉
兔”赛跑、勇闯三关……国庆长
假期间，恒大城楼盘在园区内举

办了“金秋游园季，国庆嘉年
华”活动，使得很多市民假期有
了一个好去处，这些异彩纷呈的
活动和游戏让不少来宾直呼：“比
在高速上堵车和去景区看人强多
了。”庆国庆、迎中秋，为感恩回
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厚爱，
国庆节期间，鸿运国际商城特意为
全市市民奉上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妙趣横生的活动，捕鱼达人、梦
幻城堡、整点大抽奖、现场礼品
大派送、新老客户答谢财富夜宴
等，吸引众多市民流连驻足。

10 月 1 日~2 日美甲 DIY、10
月3日~4日冰皮月饼DIY、10月5

日~8 日插花 DIY……国庆假期期
间，金山·东方花园楼盘则是准
备了多场暖场活动，迎接购房者
的到来。此外，新到访金山·东
方花园楼盘销售中心的客户还获
赠了暖心“大白”水杯，收获了
金山置业满满的爱。“海洋之心”
儿童主题乐园、花灯 DIY、月饼
DIY、红包大派送……在刚刚落
幕的“双节嘉年华，假期 8 天
乐”活动中，金德利公馆精心准
备的各种娱乐互动活动给大家带
来了无限的欢乐。此外，建业·
公园里王者荣耀争霸赛、浙商·
城市之星寿司 DIY……记者假期

走访我市多家楼盘发现，8 天的
长假俨然成了各大楼盘比拼营销
创意、聚集项目人气的秀场，众
多开发商用种类繁多的创意活
动，让不少利用假期看房的市民
体会到了堪比出去旅游的欢乐。

“国庆节是一个营销的黄金时
间段，我们公司自然是不会错过
的，我们的主打目标是为10月中
旬即将开盘的新房源蓄客。”一楼
盘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几天来
看房的人比平时多了近 2 倍，除
了本地客户，国庆长假也给了返
乡置业者一个了解市场、精挑细
选的机会，其中包含外地来焦作

投资做生意的，家在焦作、到外
地发展事业的，这都使国庆期间
的客户到访量有了较高提升。

“国庆节购房活动力度大，是
买房的好时机，对于我们购房者
来说，此时应该做的，便是打破
观望，该出手时就出手。而黄金
周去各大景区看人头，还不如去
各个楼盘转转，买房、娱乐两不
误。楼盘准备的这些内容丰富的
活动，让购房者参与其中，将楼
盘的价值通过这些有意思的活动
传播，让我们对这些楼盘也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国庆长假期间，
一名正在看房的市民李女士说。

长假活动聚人气 楼盘营销显威力

本报记者 王 倩

近些年，购房者对于宜居生活的理念一直
在不断修正和深入。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关注
小区周边的环境，其中集休闲、娱乐、锻炼为
一体的体育地产因其独特性和稀缺性成为房地
产市场上金字塔尖的贵族，吸引众多消费者购
买。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实力较强的房企关
注，其中包括恒大集团、建业集团等，这从前
段时间这些房企争相抢拍市太极体育中心附近
地块可见一斑。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可供人们户

外日常活动的场地越来越少，因此，体育地产
应运而生。当下的体育地产在发挥健身、娱乐
的特点同时，更是一个大型的公园。居住在集
休闲、娱乐、锻炼为一体的体育地产周边社区
里的都市人，可以感受健康的自然环境，同时
也可以享受城市的繁华，因此，体育地产的周
边区域未来拥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在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正是这样一块体
育地产板块，周边的社区已经成为我市最火热
的地块。2014 年，建业·公园里楼盘地块以
5.11亿元的成交价成为当时的地王。2016年，
与建业·公园里楼盘项目一路之隔的一宗地
块，被恒大集团拍下，成为2016年的地王。今

年下半年，市太极体育中心附近的地块非常火
爆。9月11日，山阳区人民路南侧、文汇路东
侧的亿祥·亲亲里楼盘项目以北地块，最终以
58211万元被焦作弘正置业有限公司竞得，容
积率2.7，核算楼面地价达到将近3233元每平
方米；7月18日丰收路北侧、焦作大学东侧的
亿祥·亲亲里以南地块以42713万元被河南置
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竞得，核算楼面地价也达
到将近2564元每平方米。预计该区域未来将成
为焦作市房价一个新的增长极，随着焦作东扩
南移战略的深入，愈发秀美的新城区自然而然
成了宜居福地的首选区域，而市太极体育中心
必将新城区生态宜居的特性放大到极致。

上图为体育地产板块上的亿祥·亲亲里项
目售楼部。 郭 辉 摄

体育地产引领焦作楼市新风向

置业买房是人生中的大事，跑楼
盘、逛房展、挑户型、看优惠置业者总
是想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性价比最高的
房子。本期置业指南，业内人士教你四
策略买房省大钱。

不要错过开盘：“每一个楼盘的开
盘，都会推出诸多优惠，其均价往往是
该楼盘项目最低的，同时开盘当天买
房，未来几年内房子肯定会增值。”业
内人士提醒置业者，置业者在开盘当天
选购房屋，不但能享受到诸多优惠，还
会有诸如送家电、送装修、送家具等活
动。如果置业者错过开盘当天购房，不
但价格没有优惠，礼品也不会很多。

宁选小三房不买大房子：“买房不
是越大越好，应量力而行买适合自己的
房子。”业内人士认为，大房子固然住着
舒适，但面积也浪费很多，小三房户型
能基本满足一家的居住需求。在相同的
居住功能之下，选择面积小的户型为上
上之选，而小三房则能达到省钱的目的。

别为了看风景花了冤枉钱：“高层住
宅视野开阔，小区美景尽收眼底……”
相信很多人都是为了这点而选择高楼层
的住宅，殊不知，即便视野再开阔、四
周风景再好，你又有几天能“凭栏远

观，独醉夕阳”。而为了能够观赏高处
风景，多花的十几万元这是实实在在的
真金白银。业内人士提醒，在保证房间
采光、通风等条件下，不妨选购低一点
的楼层。

要配套不要美景:小区内完善的配
套设施，是你每天安心居住的保障，而

美丽的小区风景只会是锦上添花。如果
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再美的小区风景
也不会让你居住安心。业内人士提醒，
小区的美景维护越好的成本就越高，相
对物业费也就越高。为了省钱，置业者
还要把眼光放在完善的小区配套设施
上。 阿 辉

四策略让你买房省钱

本报讯（记者秦秦） 10月3日，为期三天的
2017年度秋季房车旅游文化节在焦作万达广场圆
满闭幕。作为我市知名楼盘——壹代天骄，盛装
亮相此次文化节，60余组客户亲临壹代天骄楼盘
进行现场观摩。

记者在现场看到，壹代天骄楼盘展区的特别
之处，就是用各式各样的绿色植物装扮展位，足
以体现出壹代天骄对健康生活的重视。据了解，
为了给业主营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壹代天骄
楼盘在整体景观设计上下了很大功夫，把一草一
木与建筑融合到一起，即便季节变换，园中的景
色依然清秀可人。

“房展对于我们壹代天骄楼盘而言，是一个
很重要的节点，我们希望通过房展这个平台，和
同行们一起竞争学习，为市民献上更多的高品质
的好房子。”壹代天骄楼盘负责人对焦作日报社
举办的房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壹代天骄

文化节上受关注

本报讯（记者陶静）记者获悉，金山·东方
花园南园石榴园楼盘项目即将在10月14日盛大
开盘。该项目包括 40、41、42、43、44 号楼五
栋住宅楼，开盘当天提前入会的VIP会员可享专
属优惠。

金山·东方花园

南园石榴园项目即将开盘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和诚外滩
楼盘销售中心了解到，该项目即将推出二期1号
楼、2号楼新品房源，客户在指定银行个人账户
名下存1万元的定期存款三个月，可享受开盘时
总房款减1万元的优惠。

和诚外滩

二期收官产品即将推出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建业·公
园里楼盘获悉，建业·公园里湾畔三期会员招募
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入会享1万元抵3万元购
房优惠即将结束，有购房意向的客户敬请把握时
机。

建业·公园里

VIP会员招募进入倒计时

图为展会现场图为展会现场。。 秦秦 秦秦 摄摄

本报讯 （记者王倩） 昨
日，总部新城楼盘项目在报
业·国贸五楼举行了公寓产品
说明会，吸引众多市民的到访。

据了解，总部新城是东方
今典集团继河南省国家大学科
技园和郑州总部企业基地之
后，又一产业园楼盘项目。在
产品说明会上，该集团负责人
详细介绍了集写字楼、商务公

寓、底层商铺，以及多元商务
配套于一体的总部新城楼盘。
目前，该项目主推 37~49 平方
米的小户型，不仅满足居住需
求，还可用于办公，吸引了众
多到场市民的目光。会后，大
家纷纷向该负责人了解楼盘详
细情况。

下图为说明会现场。
阿 辉 摄

总部新城楼盘产品说明会圆满落幕

居然之家效果图居然之家效果图

图为我市某项目小三房产品图为我市某项目小三房产品。。 阿阿 辉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