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位于市人民路与中兴
路交会处的建业·春天里楼盘营销中心了解到，该项目二期
新品3号楼、5号楼正在加推中，二期新品包含135平方米精
工三房、165平方米奢阔四房改善性产品，空间布局合理、
户型宽阔舒适。建业·春天里楼盘采用新亚洲建筑风格，每
处设计极致演绎工匠精神，为业主缔造安心品质生活。

建业·春天里楼盘

二期新品加速销售

问题提出：赵先生
问题陈述：近日，我在签

购房合同时，发现合同中楼盘
的名称与预售证上的名称不一
致。请问，这样的房子是否能
买？

行动记者：陶 静
行动结果：针对赵先生的

疑问，专家指出，购房合同中
的楼盘名称与预售证上的名称
不一致会影响不动产证的办
理。因此，购房者在购房时要
确定所签合同中楼盘名称和预
售证上的名称是否一致，这样
才能保障不动产证的顺利办
理。

这样的房子是否能买

问题提出：刘先生
问题陈述：听朋友说，现

在政府鼓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设备。请问，须满足哪些条件
老旧小区才可以加装电梯？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记者在市房产

管理中心了解到，根据相关条
例规定，加装电梯需要经单元
（栋） 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同时，规划、财政、国土资
源、质检、环保等有关行政部
门应当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设备。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须满足哪些条件

本报讯（记者陶静） 1月5
日晚，一场以“感恩有你，牵
手公益”为主题的碧桂园豫西
区域品牌感恩答谢盛典，在洛
阳钼都利豪国际饭店隆重举
行，碧桂园豫西区域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洛阳市扶贫办副主
任、洛阳市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以及来自洛阳、焦作、三门峡
等地的40余家主流媒体的近百
名媒体代表和业主朋友莅临现
场，共襄盛会。

当日18时整，在一段震撼
的开场激光秀表演后，碧桂园
豫西区域助理总裁丁望高为本
次品牌感恩答谢盛典致辞，向
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表达诚挚
的欢迎和感谢。随后，碧桂园
豫西区域品牌营销管理部总经
理方雯、碧桂园服务片区总监
殷华、碧桂园豫西区域工程管
理部总经理助理孙立涛、碧桂
园豫西区域客户关系管理部总
经理肇鹏分别上台致辞。与会
嘉宾对碧桂园豫西区域2018年

取得的成绩与未来发展方向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了解，碧桂园豫西区域
公司自 2017 年 11 月 22 日成立
以来，不忘承担社会责任，坚
持做公益事业。活动现场，洛
阳市扶贫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刘剑松对碧桂园豫西区域所做
出的扶贫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
定和赞誉。

此外，活动现场的幸运抽
奖环节，更是掀起了一阵热
潮。苹果智能手表、电烤箱、
电饭煲等好礼悉数送出，让嘉
宾在参与的同时，更收获了幸
运礼物。借助此次品牌感恩答
谢盛典活动，也展示了碧桂园
五星级物业的风采。碧桂园豫
西区域将秉着对业主负责的态
度，携手合作伙伴深耕豫西，
着力提升房产业务全周期竞争
力，更加注重社区服务，将为
业主打造一个五星级家的承诺
落到实处。

碧桂园豫西区域
感恩答谢盛典隆重举行

本报记者 陶 静

随着春节的临近，各地返乡人潮陆续
回家，家家户户洋溢着团聚的喜悦与幸
福。与此同时，焦作各大楼盘的到访客户
量逐渐增多，售楼部也陆续接到一些在外
工作的焦作籍客户的咨询电话，一股回乡
买房置业的热潮也越来越浓。

虽然国家对楼市的调控作用渐显，不
少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不再大幅上涨
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动辄几万元一平
方米的房价还是让许多外地人感到高不可
攀。一部分“逃离北上广”的打工一族早
就有返乡置业的计划，他们或为自己，或
为家人买一套心仪的房子。

“虽然在别人看来，我的月薪2万多元
已经是高工资了，但是与深圳的房价相
比，首付都是问题。”在深圳工作的魏先生
对记者说，“我一个人在外奔波多年，不仅
没有在深圳买房扎根，还和老婆孩子长年
两地分居。经过周围亲戚朋友的劝导，我
最终决定回到焦作买房找工作，安稳度
日。”事实上，像魏先生这样在大城市工作
却买不起房的“漂一族”比比皆是。房价
明显的差异，让“大城市一张床，老家一
座房”从调侃变成现实。

“花50万元在一线大城市只够买一个卫
生间，但在三、四线的老家，却可以买套
小房子了。”魏先生说。此外，除了房价差
更大，热门城市的限购措施将非户籍人口
挡在门外，或进一步推动返乡置业大潮。

对于房企来说，调控之下市场比较
低迷，大部分地产项目的年度销售任务还
未完成，返乡置业就成了他们年度最后一
仗，面对大批返乡置业人群，各楼盘均推
出各种优惠、打折、促销活动，一博返乡者
的眼球。“返乡置业，中梁‘油’礼”。针对返
乡置业人群，中梁·首府不仅打出了最低
5200 元每平方米的低价，而且对到访客户
赠送食用油。征云领秀城新年大放“价”，
购房不仅享现金优惠、送万元家电好礼，
还为返乡置业者报销返乡路费。建业·世
和府推出团圆大礼包活动，购房送空气净
化器、享万元优惠，还可参与幸运砸金
蛋，赢万元购房代金券活动。临近春节，
碧桂园集团全国各项目联动，推出“美好
中国年·家住碧桂园”活动，暖心优惠助

力春节返乡人群轻松置业，给家人更美好
的生活。还有一些楼盘项目的返乡置业优
惠正在抓紧制定中。“具体的促销政策还没
制定出来，但返乡置业是今年我们的重点
布局。”一楼盘项目策划经理对记者说。

业内人士对此表示，从市民看房的积
极性看，当前购房需求还大量存在，因此
不管是住宅还是投资性强的商业产品，春
节前都会加大供应力度。为抓住这一波购
房热，开发商们无不挖空心思、各出妙
招，这也是各房企综合实力的体现，购房
者从房企的营销策划活动中也可窥得房企
理念、实力。因此，不管是返乡置业还是
平常的刚需客户，此时购房不失为一个好
时机。

焦作楼市打响返乡置业营销战

本报记者 王 倩

近日，市民曹先生来电反映，他所
在的小区外墙砖差点砸到业主。“前段
时间，我们小区有栋楼的外立面瓷砖
出现脱落现象，差点砸到路过此处的
业主。如今，我和家人在小区里遛弯
儿感觉心发慌，害怕哪天被楼体脱落
的墙砖砸到。”曹先生无奈地说。

记者在曹先生居住的小区发现，
由于外墙砖脱落的楼栋临近小区大
门，业主由此经过时非常危险。小区
物业的工作人员说，外墙砖坠落时幸
好没人经过该路段，已经向公司汇报

了，正在商量解决办法，尽快消除隐
患。

据了解，在我市部分小区已经不
止一次出现过外墙砖脱落现象。那
么，为什么会出现外墙砖脱落的情况
呢？业内人士表示，造成外墙砖脱落
的原因很多。首要原因是，建筑外墙
饰面砖位于整个房屋围护结构最外
层，日晒雨淋、昼夜温差大，热胀冷
缩效应明显，加之材料性能随着时间
推移逐渐老化，很容易发生空鼓，造
成脱落。

“楼体外墙砖脱落，该由谁来维
修呢？”曹先生说。就此，记者采访
有关部门了解到，房子过了保质期，

外墙砖脱落可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来维修。据悉，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是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保修期满后大修、中修及更新、
改造的资金。其中，住宅共用部位一
般包括住宅的基础，承重墙体、柱、
梁、楼板、屋顶以及户外的墙面、门
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因此，外
墙砖脱落也在使用资金的范围之内，
但需经半数以上业主同意方可实施。

如果外墙砖脱落砸到人了该怎么
办呢？有关律师表示，从法律上来
说，一旦发生了建筑物外墙砖脱落伤
人的事故，首先应由业主承担责任。
公共外墙属于全体业主，如果小区有

几栋楼，其中一栋楼的外墙砖脱落伤
人，应由该栋楼的全体业主承担责
任。当业主赔偿之后，如果属于房屋
质量问题，而且房屋在保质期内，业
主可以向开发商追偿；如果外墙砖脱
落，物业存在管理上的问题，也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业主还可以向物业公
司追偿。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来楼市
的快速发展，外墙砖脱落的事在很多
小区普遍存在，开发商对楼体外立面
的关注度也日益上升。从最初的水泥
外立面，到涂料、面砖，再到石材、
铝板干挂，优缺点各有不同。比如新
古典主义风格的小区多选用石材、铝

板干挂的方式，相较于直接贴在水泥
上的瓷砖，安全系数会更高，成本也
更高一些。此外，一些地中海风格的
高档楼盘则会选择自洁效果更出色的
进口真石漆，不仅具有高性能的防水
抗老化性，也不容易脱落。

楼体外墙砖脱落 暗藏隐患谁担责

本报讯（记者郭辉） 1月6日10时，
远大时代购物中心招商启动大会在焦作
迎宾馆隆重举行，数百位嘉宾共同见证
了这一激动时刻。

活动现场，高清大屏幕播放的远大

时代购物中心视频短片，吸引了在场每
一位嘉宾的眼球，让人提前感受到了

“一站式生活方式典范”的远景。启动大
会上，三江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
树君首先致辞。接着，远大时代购物中

心总经理袁楠详细介绍了购物中心的规
划及未来发展前景，引发了众多媒体和
商家的热烈讨论。

据悉，远大时代购物中心是由三江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焦作远
大置业，投资建设的远大·未来城高端小
区项目的配套商业，也是焦作远大置业在
焦作开发的第一个主体商业项目。目前，
景文超市、横店影院、歌迷KTV、汉堡
王、滔博运动城、白玉兰酒店等商家已意
向入驻远大时代购物中心。此外，还有百
余个知名品牌商家正积极筹备入驻中。

据了解，以“成为焦作市一张响当
当商业名片”为目标的远大时代购物中
心投入运营后，将填补焦作城市轴心商
圈空白，构筑城市商业新地标。远大时
代购物中心作为一个全业态社区型购物
中心，也将加强和周边居民的交流互
动，真正实现家门口“最后一公里”的
幸福，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购物需求之
外，成为一个精致生活体验中心，从而
让消费变得更加“健康、有趣、温暖”。

左图为活动现场。 阿 辉 摄

远大时代购物中心招商正式启动

问题提出：韩女士
问题陈述：看房时，经常

听售楼顾问提到得房率这个
词。请问，什么是得房率，该
指标对买房有何影响？

行动记者：郭 辉
行动结果：针对韩女士提

出的问题，业内人士解答，得房
率等于建筑面积减去公摊面积后
除去销售面积。得房率是买房比
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得房率太
低，所购房子不实惠；太高，业
主居住不舒适。

什么是得房率

问题提出：胡女士
问题陈述：我家的墙体裂

缝了，找物业公司维修，工作
人员说是正常裂缝。请问，哪
种墙体裂缝属于正常裂缝？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专家表示，正

常的墙体裂缝有三种，一是热
胀冷缩引起的裂缝；二是混凝
土内部本身的裂缝，这种裂缝
是肉眼看不到；三是房屋下沉
造成的轻微裂缝。胡女士可看
一下自家墙体裂缝是否属于以
上三种裂缝。

哪种墙体裂缝属于正常裂缝

本报讯（通讯员吉肖肖） 为提升群众
满意度，近日，市地产交易中心采取专人
靠前服务、专区对接服务、专门预约服务
等措施，优化服务环境，强化员工服务意
识，提高登记效率，推动了“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见成效，进一步营造高效便捷
的服务环境。

市地产交易中心

多举措优化服务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邢艳华、陈娟）近日，
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召开
工作务虚会，科学谋划 2019 年全年工作。
会上，该中心各科室负责人分别汇报 2018
年重点工作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2019 年
工作谋划。该中心分管领导就各自分管工作
进行分析总结，对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召开务虚会谋划全年工作
前三名答对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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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短波

联系电话：8797333 13323915705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租售购信息
●出售

新华街附近一门面房，面积223m2；解
放路一套小公寓，面积31m2，急出售。价
格优惠，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3938196666
金山·东方花园有一套挑高公寓，面积

63m2，毛坯房，大产权，双气入户，价格
优惠，欲购从速。

电话：18939178158
中站区1路公交车终点站西侧征云·玫

瑰苑二楼现房，面积108.56m2，三室二厅
一卫，毛坯房，楼层佳、位置好、户型合
理，价格从优。

电话：13603915136
鸿运国际商城，人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

有一商铺 G3117，面积 54.83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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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商铺 G3118，面积 54.83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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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商铺 G3119，面积 53.76m2。价格面
议，欲购从速。

电话：18239186666
焦北地震局后面有住宅一套，毛坯房，共

计三层，面积288m2，有独立车库，水、电、气、
暖已装好，户型设计合理，适合人口多的家庭
居住，价格从优。

电话：15639109766

销 售 动 态

工程动态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位于市世纪路与山阳
路交会处的恒大悦龙台楼盘销售中心获悉，该楼盘年终大回
馈活动已经开启，购房立减2万元、到访送白菜、老带新到
访即可获取惊喜大礼包。据悉，该楼盘内部打造约3000平方
米璀璨湖景，让入住于此的业主畅享美好生活。

恒大悦龙台楼盘

年终回馈活动开启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位于
市塔南路与工业路交会处的远大·未来城楼盘
施工工地了解到，该楼盘项目三期20号楼以准
现房的形式呈现，21号楼已经封顶，正在进行
外立面施工。

远大未来城楼盘

21号楼封顶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位于
市中原路与世纪路交叉口西南角的中式花园
楼盘施工工地了解到，该楼盘项目现已全部
封顶，3、4、5、6号楼正在进行外墙保温施工，
内部二次结构已完成，地下车库正在进行消
防管道安装，预计2020年上半年交房。

中式花园

小区楼栋全部封顶

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活动现场精彩的演出。。 筱筱 静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