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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中心：市丰收路与文汇路交会处向东200米建业·世和府会所 广告

平层宽邸 新品加推持续热销中

让建筑回归品质，让位置体现价值

飞天·时代华庭，以国企雄厚实力建房

为焦作新城运营增砖添瓦

为美好健康生活树立典范

营销中心：焦作市太极路与玉溪路交会处东南角
广告

接待中心 / 焦作市亿祥东郡二期南门东侧 项目地址 / 焦作市人民路海关北侧

（焦）房预售证第201839号
本广告所涉及的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广告

本资料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要约，一切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法律法规文件及双方签订买卖合同为准。

销售中心 西城美苑南门
项目地址 焦作市解放中路<老中医院对面>

接待中心/项目地址：焦作市塔南路与工业路交会处
开发商：远大置业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深圳设计总院 景观设计：上海式远景观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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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服务台

●出售

出售新山阳商城商铺，140m2，价格
面议。

电话：13938188516
工业路东城花园小区新房两套。五

楼、六楼各一套（共6层），面积均为85m2

的两室一厅，带15m2左右的地下室。暖
气、天然气齐全，房屋南北通透，采光好。

电话：13782825800/15036516518
中站区 1 路公交车终点站西侧征

云·玫瑰苑二楼现房，面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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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前路环南一小对面，福安大丰商

城精装小公寓低价出售，价格面议。
电话：13839110086
鸿运国际商城，人民路与文昌路交

会处有两个商铺 G3117、G3118、，面积
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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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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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

市贸易大厦南门附近写字楼，有空
房出租，适合培训、办公、美容、摄影等
各种经营。

电话：16603911599

租售购信息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联系电话：8797333

工程动态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位于市
迎宾路与南洋大道交会处附近的建业·迎宾府
楼盘营销中心了解到，该项目二期5号楼、10
号楼即将加推，购房首期付款8.8万元起，并
送菜园使用权。据了解，建业·迎宾府规划14
栋9层电梯洋房，为业主营造自然纯粹的理想
生活空间，筑就焦作精品住宅典范。

建业·迎宾府楼盘

即将加推两栋电梯洋房

本报记者 陶 静

楼市上半年，多个城市调控政策有所缓
和，各地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带动了房地
产市场出现小阳春。我市楼市在这一波行情
下，销量相对比较平稳。转眼2019年已经过
半，各楼盘仍然是重任在身，一方面锁定刚需
人群，加大营销力度；另一方面忙着筹备新盘加
推或开盘事宜，动作频频，抢滩下半年楼市。

7月初，我市不少房企已开始纷纷推出
营销“大餐”，价格营销首当其冲。和兴·
南郡名城建筑面积95~142平方米臻美户型新
品加推，购 126~139 平方米户型房源即送

5000元家电大礼；建业世和府开展盛夏购房
季活动，购买指定房源赠送苏宁家电大礼
包；焦作恒大悦龙台推出年中优惠活动，限
量特价房8332元/平方米，更有购房分期付
款，首期10%起享恒大成品房。远大未来城
双子公馆A栋7月1日认筹盛启，建筑面积
49~65平方米大产权精装小公馆加推……

房企积极推盘，带动了不少购房者的看
房积极性。在我市一楼盘售楼部，市民李先
生告诉记者：“经过将近一年的观察，我看中的
楼盘房价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不少户型好
的房源都已经卖出。最近各大楼盘的活动挺
多，优惠力度也不小，现在是买房的一个好机
会，正好这个楼盘有套房源挺适合我，这两

天带着家人再来看看就决定了。”
此外，为了吸引购房者前往销售中心，

各楼盘还频频举办各种暖场活动。恒大悦龙
台西瓜主题活动在该项目营销中心圆满落
幕，除了为到场客户送西瓜外，现场还有切
水果体感游戏、梦幻泡泡大作战、西瓜套
圈、西瓜冰沙DIY等活动，集吃喝玩乐于一
体，以互动挑战、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为
广大焦作市民提供了一场狂欢派对，吸引了
众多客户的来访。

和兴·南郡名城举办了手绘套娃 DIY，
一天的活动欢乐多多、奖品多多，在闲暇的
周末时光为大家的生活填上了绚丽的色彩。
焦作碧桂园举办了读书会友邻里交流会，让

来宾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了一段难忘的周末时
光。

房企活动标新立异，各有各的精彩，对
于开发商而言，一场好的营销活动无疑能为
其带来大量人气。“对于某些大盘来说，举
办一些暖场活动，除了能够吸引人们的眼
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便是体现开发商
的实力、推广企业品牌。”我市新城区某楼
盘相关负责人说，当人们对一个品牌形成固
定的心理地位之后，无疑就会对其产品产生
亲近感，在楼市也不例外，但无论营销如何
创新，最根本的是营销本质回归，即通过以
产品品质为主导的营销，才能最终真正打动
购房者。

焦作房企频出招 布局下半年楼市

问题提出：周先生
问题陈述：最近我想购买一套二手房并使

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请问，公积金贷款对二手
房房龄有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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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房龄超过 15 年和所在楼层为
顶层的，一般不能进行房产抵押贷款。有特殊
情况的，考虑其贷款风险性，由审批人员经现
场勘查抵押物现状后确定其贷款担保方式。

公积金贷款对房龄有何要求

本报记者 王 倩

随着我市的高层住宅越来越多，电梯
轿厢成了不少商家发布广告的重要渠道之
一。那么，小区电梯里的广告收入究竟该
归谁所有呢？近日，家住塔南路附近一栋
高层住宅楼里的王女士向记者提出了自己
的疑问：“我每天乘坐小区电梯都会看到
电梯轿厢里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有的是
家装广告，有的是酒水类广告，而且在这
类广告下面都写有文化传播公司的名称和
电话号码，我觉得这肯定是收费的，但这
些广告收入去哪里了呢？”

随后，记者走访了我市其他多个高层

住宅小区，这些住宅小区的电梯轿厢里都
有商业广告，但多数业主对广告收益并不
知情，有的业主对这些收益并不关心，甚
至还有业主不知道这些广告收入应该归全
体业主所有。

那么，一部电梯一年广告收入究竟有
多少钱？记者电话采访了一家广告传媒公
司。该公司负责人透露，电梯轿厢里的广
告牌大都是跟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签订的
合同，多为一年一签。商业广告要进入小
区，都必须通过广告传媒公司，这些公司
与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签有长期合作协
议，他们会定期向物业公司支付广告位租
赁费。我市电梯轿厢里一个广告牌的广告
费为每月200元至500元，具体价格要视小

区位置、品质等来定。小区物业服务公司
将这些广告收入花到哪里了呢？记者走访
的几个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都表示，他们
收到的钱很有限，这些钱大都贴补到了电
梯维修或园区公摊电费等公共设施设备的
维护和维修上了。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有关规定
包括电梯轿厢广告在内的小区公共收益，
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所有收入都得公
示。物业公司作为服务单位，不能处置这
一部分资金。“利用小区公共部位进行收
益，一定要征得全体业主同意，所得收益
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
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业内人
士对此表示。

小区电梯广告收入归业主所有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位于市迎宾路与南洋路
交会处的建业·迎宾府楼盘施工工地了解到，该楼盘 11 号
楼、12号楼、13号楼、15号楼、16号楼均已封顶，目前这5
栋楼屋面防水层已施工完成；内墙粉刷均已完成80%；外墙保
温工程正在施工中。

建业·迎宾府楼盘

5栋楼外立面同步施工中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位于市人民路东段的和

兴·南郡名城楼盘施工工地了解到，该楼盘规划了7栋高层，层
数均为27~33层，目前，1号楼、2号楼、3号楼、5号楼、7号
楼正在施工中。其中，1号楼和2号楼主体已封顶，正在进行二
次结构施工，3号楼和7号楼建至12层；5号楼建至3层。

和兴·南郡名城楼盘

两栋楼即将封顶

本报讯（记者陶静） 近日，记者在市迎
宾路与世纪路交会处附近的焦作碧桂园营销
中心了解到，该楼盘二期新品正在加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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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还是社区里，都能享受到4.0智慧科技带
来的便利生活。

焦作碧桂园楼盘

二期新品加推中

本报讯 （通讯员邢艳
华、陈娟） 近日，市土地
开发整理中心开展“防风
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攻坚行动活动。该中心一
是全面排查，杜绝隐患；
二 是 大 力 整 顿 ， 立 查 立
改，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

及安全隐患制订了科学的
整改方案，确保一次整改
到位；三是持续高压，常
态管理。以此次专项行动
为契机，以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为主线，以推进
双重预防体系。

市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三举措防风险除隐患
问题提出：张女士
问题陈述：我想去女儿所在的城市买房，

请问异地买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行动记者：郭 辉
行动结果：针对张女士提出的问题，业内

人士说，对于异地购房者来说，了解当地的
购房政策十分必要。由于很多城市对于外省
市户籍人员购房资格有着明确的限制，因此
购房者需要了解是否满足要求。满足购房资
格的购房者如果采用贷款方式买房还需要看
当地的信贷政策，主要包括能否使用公积
金、了解不同银行的贷款利率等。

异地买房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地产短波

本报讯 （通 讯 员 刘
华） 7 月 5 日，在市 （区）
直单位对老旧楼院工作推
进会上，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荣获“帮扶老旧楼院先
进单位”称号。在日常帮
扶工作中，该中心按照全
员参与、分批开展的总原

则，对老旧楼院的墙面、
地面、化粪池、下水道、
车棚及电表箱等进行了美
化改造，使帮扶社区面貌
焕然一新，为提升城市形
象、打造城市品牌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助推了“精致
城市、品质焦作”建设。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荣获“帮扶老旧楼院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讯（记者陶静） 7
月 12 日至 21 日，焦作恒大
悦 龙 台 （以 下 简 称 悦 龙
台） 水上嘉年华活动即将
清凉来袭，约 60 米粉色水
上滑道、约400平方米戏水乐
园、网红棉花糖、软萌冰淇
淋、炒酸奶 DIY 等活动邀
你来清凉一“夏”。

甩掉枯燥玩法，开启
花式作乐。活动期间，悦
龙台将在该项目营销中心
前广场放置一个大型的粉
色戏水充气城堡，里面有
最近风靡的约 60 米粉色滑
道，游戏者从顶端一冲而
下，乘风破浪，翻滚、跳跃
一气呵成。你可以在滑道
上 释 放 自 己 的 “ 洪 荒 之
力”，沉沦在粉色的海洋里。

这里还有约400平方米
的水上乐园，让你尽情享受
完美的亲子泳池狂欢Party，
游泳、戏水、打水仗，撒欢
放肆玩。还有企鹅、北极
熊、火烈鸟等多种卡通充气
浮床，造型可爱、颜色亮
丽，即可以玩乐又可以作为
摄影爱好者的拍摄道具，让
你在这里拍出美美的照片。

除了好玩的，活动期

间还有各种美食品尝和美
食 DIY 活动。火爆朋友圈
的网红棉花糖，粉嫩的颜
色，软绵的口感，是夏日
里不可或缺的甜蜜美食。
拿 着 它 凹 个 造 型 自 拍 美
照，你就是霸屏朋友圈的
小仙女。软萌冰淇淋带来
丝丝清凉，含在嘴里，满
满的都是甜蜜，冰爽和甜
蜜的完美碰撞，让这分甜
蜜慢慢融化在口中，满足
感逐渐蔓延开来。火爆大
街小巷的炒酸奶，深受不
同年龄段的喜爱。颗粒感
十足的水果粒和可口的酸
奶，两者碰撞在一起，变
成冰淇淋的绵滑冰爽，瞬
间霸占你的味蕾。活动当
天 ， 炒 酸 奶 DIY 亲 子 活
动，邀你和孩子一起来亲
自动手制作夏日饮品，共
度亲子时光。

这么好玩的水上嘉年
华 活 动 ， 如 何 报 名 参 加
呢？据本次活动的负责人
介绍，关注焦作恒大悦龙
台微信公众号，转发活动
链接即可领取价值198元的
活动门票一张，悦龙台邀
你来打开夏日清凉新模式。

焦作恒大悦龙台
水上嘉年华活动等你来

本报讯（通讯员丁云
鹏） 7 月 6 日，由焦作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办，河南
省煤田地质局三队承办的农
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及日常确
权登记工作培训会，在市委
党校圆形报告厅顺利举办。
全市从事农房登记的职工、
技术单位骨干以及不动产登
记中心全体人员近300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会上，通过
案例分析的方式讲授了农村

房屋不动产登记的总体安排
部署、目标要求等相关问
题，同时就前期调查遇到的
各类问题予以分析、解答。
通过此次培训，不仅提高了
参会人员的业务技能，还为
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技术人
员搭建起了学习、沟通、交
流的平台，为更好推进农村
房屋不动产登记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我市召开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

及日常确权登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