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提出：刘先生
问题陈述：我购买的一套商

品房，缴首付款几个月后，得知
该开发商并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因此我想退房，但我所
缴的首付款在这段时间所产生的
利息，开发商是否能赔偿给我？

行动记者：陶 静
行动结果：律师表示，如果

遇到以下几种情形，购房人有权依

法解除合同，并根据实际情况要
求开发商承担退还全部购房款、
赔偿贷款利息、首付款的存款利
息、购房的税费、违约金、惩罚赔
偿金等法律责任。如隐瞒房屋抵押
状况、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开发
商无证售房、商品房存质量问题
和房屋面积误差过大等。因此刘
先生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其差价
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这种情况开发商是否需要赔偿

本报讯（记者陶静） 近日，记者了解
到，位于解放东路与中兴路交会处西北角
的中梁阳光城·壹号院项目1号楼、6号楼
房源推出了缴纳 3000 元抵 3 万元的购房优
惠，且首期付款仅需6万元起。据悉，中梁
阳光城·壹号院作为中梁地产布局中原、
深耕焦作的重要作品，采用中式府第建筑
风格，不仅在品质缔造方面更加优越，业
主生活体验感也将全面提升，是置业者不
可多得的品质之选。

中梁阳光城·壹号院楼盘

购房享3000元抵3万元优惠

本报记者 秦 秦

进入2月中旬，全国不少房企开始复
工、复产，我市各房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也有计划地制定复工预案，时
刻关注政府关于复工的政策指导，积极制
定复工后防疫措施，筹集相关防疫物资，
本着“以人为本、安全生产”的原则，安
排职工灵活返岗开工。

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房企目前仍采
取线上办公的方式，即便是小范围复工的
房企，也并未要求员工强制到岗，而是根
据实际工作需要，弹性上班或分批上班。

“我负责的内容是营销策划，要根据目前
的市场状况调整营销方案，这个工作在家
里就可以完成。”我市新区某房企策划经
理告诉记者。“按照公司的要求，我们尽
量采取线上办公，这两天工程部的工作人
员因需要调整设计图，会去公司办公，不
过大家尽量错开时间上班，并戴好口罩，
保护好自己。”我市新区某房企负责人接

受采访时表示。
据悉，我市各房企都为保障员工健康

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定时消杀、提供
口罩等各类防护物资，并建立员工报告制
度，掌握排查每个员工的身体状况等多种
防护措施。

那么，我市的主流开发企业为复工都
进行了那些具体准备呢？

记者电话连线焦作碧桂园项目相关
负责人得知，目前焦作碧桂园还没有接
到总公司关于复工的具体通知，复工预案
正在制订当中。按照碧桂园总裁莫斌发
表《致全体碧桂园人的一封信》 中的指
导和要求，焦作碧桂园积极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办公方式，防疫、工作、生活
三不误。目前，焦作碧桂园项目坚守岗位
的多为守护业主的物业工作人员。实际
上，疫情发生初期，碧桂园就已迅速开展
行动，成立了集团防疫应急领导小组，
制定了周全的防控制度和措施。延长假
期，减少出行，动态跟踪每个员工的健康
状态，对办公场所和居住小区采取封闭

管理，紧急采购储备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为复工时刻准备着。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后，我们泰
美嘉集团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护工作小
组，明确工作职责及工作内容，包含人流
管控、物资储备、环境消毒、宣传教育等
多个环节；积极部署防疫物资采购，提前
采购口罩、酒精、消毒液、体温枪、免洗
消毒洗手液，为复工后现场办公作好准
备；建立员工健康监测通道，每日由人力
行政部进行统计汇总，及时掌握员工身体
健康状况及出行跟踪；及时关注国务院及
省政府、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复工时间要求
相关通知，从员工及客户健康安全方面出
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时间的调
整安排，积极开展线上办公，使得复工前
后各项工作能有序衔接；在疫情防控期
间，为有效利用时间，各部门积极有序的
开展自主线上培训学习课程，在战胜疫情
地紧张筹备的同时，不断提高员工专业水
平和业务能力。”泰美嘉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该负责人介绍，泰美嘉集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结合公司实际，制订了《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防控方案》，共八项24条，用于指
导复工后公司的各项部门各个环节正常运
作。该方案要求严格执行实名制管理，所
有人员实名制持有效身份证件进出且必须
登记，每日都要有完整的进出台账，包括
姓名、身份证号、工种、班组、籍贯、联
系方式、实测体温、工地内联系人等，所
有检查记录必须登记成册，由专人负责及
时提报并存档备查。其中特别提出施工现
场要全封闭管理，只设置一个出入口，其
余出入口必须进行有效封闭，防止外来人
员私自进入，并设置防疫检查点，落实人
员、车辆进出管理。

“自己的人自己要管好。”这是记者在
采访时听到房企负责人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本着对员工负责的态度，各大房企完
善防疫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坚定信心等
待疫情被有效控制。

焦作各房企服从政策指导
积极制定复工后防疫措施

本报记者 王 倩

“舍小家，为大家！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这是亿森物业
客服主管王海礁，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说的话，也是他与疫情进行抗击的坚
定决心。王海礁所服务的小区为亿
祥·东郡小区。

“现在看来，选择亿祥·东郡小
区是非常明智的。我们小区的物业服
务公司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时，不仅逆行而上，而且还将每一
项工作都安排的有条不紊。尤其是王
海礁送菜到家的暖心服务，更是让我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安安心心地自觉
居家隔离。”亿祥·东郡业主赵女士说。

和赵女士一样，业主孙先生也给
予王海礁大大的赞。孙先生说：“王
海礁对业主真的是十分贴心。我们小
区的燃气费无法在线上缴纳，小区周边
又没有缴费点，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王
海礁第一时间联系我们这些需要缴纳
燃气费的业主，并帮忙跑到老城区解
放路与工字路交叉口附近缴纳燃气费。”

王海礁不仅尽力解决业主烦恼，
而且主动帮助那些被村子隔离在家的
同事。据了解，从农历正月初七开
始，王海礁每天在小区平均运动步数
为 1.5 万步。我市一些村庄自我隔
离，导致部分保洁员无法上岗，他二
话不说，主动顶上去，背起消杀桶到
楼道里消毒。此外，他还每天打电话
给业主主动了解大家的外出情况。近

段时间，小区需要卡进出小区，他就
又忙活着为业主办理出入卡……

在小区出现确诊病例后，整栋楼
被隔离，王海礁不惧困难，每天走步
梯为隔离户业主送去新鲜的蔬菜及日
用品，晚上还要在业主群里收集业主
报来的所需用品，便于第二天及早采
购。“我原本是一名军人，虽已退役
不能再保家卫国，但守护好亿祥的家
人们，保护好每一位业主的小家，也
算坚守了军人的初心。”王海礁说。

“爸爸，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王海礁3岁多的女儿已经近10天没有
见到爸爸了，这是女儿打电话给他
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然而这么
一个简单的问题王海礁却总是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据悉，在接到防疫任务

后，王海礁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竭尽全力帮助业主。亿祥·东郡小区
共三期，1814户，小区业主多，排查难
度明显大，为了尽快完成工作，王海
礁已经连续多天工作到深夜。王海礁
说：“为了战胜疫情，亿森物业在岗
的每个员工都恪尽职守，面对封村、
封小区等原因导致的缺编问题，大家
都主动顶替其他同事工作。他们和我
一样始终把业主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
一位……”在危险面前，物业人24小
时的坚守，只为守住业主的平安，他
们是业主心中最美的“逆行者”。

记者手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像王海礁这样的物业人还有很多，他
们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用实际行动
支援医务人员，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他们也想像普通人那样，陪伴和守护
在家人身旁，但身上的责任，让他们
义无反顾地选择迎难而上……

王海礁：业主心中最美“逆行者”

问题提出：张先生
问题陈述：因本人长期在

外 地 工 作 ， 现 在 回 到 老 家 焦
作，想装修几年前买的经济适
用房，但我发现这套房的经济
适用房准购证丢了，请问我该
怎么办？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市房产管理中
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张先生可
以到市房产管理中心，申请复
印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存根，
加盖公章即可。鉴于目前正处
于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刘
先生办理业务之前可先打电话
咨询，咨询电话2927108。

经济适用房准购证丢了怎么办

本报记者 陶 静

今年春节与往年春节大不一
样，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卷全国。
自疫情蔓延以来，焦作建业旗下各
项目便高度重视社区安全，迅速展
开全面、高效地防疫防护工作，为
打赢“病毒疫情战”贡献了力量。

作为最基层的物业工作人员，
他们一直守护在第一线，在小区出
入口配备体感测温仪，所有进出人
员测量体温并严格记录；禁止外来
人员、车辆进入；持续对园内公共

区域进行全覆盖、高频次的消毒；
协调防疫物资，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
为业主发放消毒液、口罩……用实
际行动守卫业主健康。

为了给家人们守好“平安的
家”，保洁员每天对园区内进行全方
位、零死角的消毒作业，每天两
遍，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同
时安保人员加强外来人员的管控，
进入小区皆需测量体温，并对家人
与员工进行防疫宣传等，以应对严
峻的疫情。此外，该公司要求工作
人员对单元大堂每日消毒两次，门
把手、电梯按钮等业主直接接触的

地方每日消毒 6 次，让每个角落都
得到全面专业防护。实行无接触式
归家，电梯轿厢内放置专用纸巾，
以免交叉感染。

随着疫情警报的持续拉紧，被
困在家中的人们日常生活保障成了
难题。在防控疫情的特殊时期，为
解决业主的生活难题，让业主足不
出户就能买到必需的民生物品，焦
作建业物业公司开启了代购服务，
帮业主购买米面粮油，水果生鲜等
生活必需品，而且针对有需求的家
人，还帮助他们代缴燃气费等。

“必须给建业物业点个赞，我下

午发给管家的代买菜信息，晚饭前
菜就给送到家门口了，一点儿也不
耽误我做晚饭。”“交代给物业采买
的信息，每次都一个不落的买回来
了，既不收跑腿费还送货上门，真
是太感谢他们了。”在微信朋友圈，
不少业主纷纷为焦作建业物业的工
作点赞。

“将每一个微小的防疫工作做到
极致，家人们的安全就能多一分保
障。”焦作建业物业一名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焦作建业物业始终与业主
在一起，共克时艰，走向幸福美好。

共抗疫情 焦作建业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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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服务台

租售购信息

联系电话：8797333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出租

解放区和平西街3号～14付4（原民鑫楼
酒店）有一商铺共三层。面积约1500m2。

联系人：楚先生
电话：15978710571
山阳路中段有一住宅，面积 50m2，交通

便利，水电齐全。
电话：15978786678

●出售

远大·未来城双子楼 B 单元 2306 号房
屋，面积52.85平方米，价格面议。

电话：18439115777
澜庭叙小区高层住宅一套，面积139m2，

价格面议。
电话：18903891818
现出售山阳区工业路铝厂家属院一楼

房屋一套，面积72m2交通便利，水电齐全，价
格面议。

电话：15539119988
工业路东城花园小区新房两套。五楼、

六楼各一套（共六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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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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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处商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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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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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陶静） 2 月 8
日下午，焦作福建商会会长企
业——和兴集团，在该公司举
行了驰援在鄂焦作医疗队暨慰
问湖北焦作商会捐助仪式。现
场捐助600箱方便面、牛奶等生
活物资。捐助仪式结束后，满
载着祝福与期望的运输车辆驶
离焦作，前往武汉。

据了解，自湖北省武汉市
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来，
当地疫情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如今，全国各省、市政
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纷纷伸
出 援 手 ， 支 援 武 汉 ， 共 抗 疫
情。2月2日上午，焦作市援鄂
应急医疗队一行 14 人驰援武
汉，投入到抗击疫情第一线，
以实际行动展示焦作医务工作

者的良好形象，在荆楚大地上
彰显医者仁心和焦作儿女的家
国情怀。远在福州的焦作市工
商联副主席、焦作福建商会名
誉会长、和兴集团董事长程兴
赠通过网络得知此消息后深受
感 动 ， 第 一 时 间 与 市 委 统 战
部、工商联取得联系，希望能
够为焦作医疗队的抗疫工作贡
献力量，并向远在武汉的湖北
焦作商会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慰
问。

疫病无情，人间有爱；防
控攻坚，八方支援。焦作福建
商会坚信在各级政府的正确指
导下，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
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
时艰，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保卫战。

和兴集团

向焦作市首支援鄂应急医疗队捐赠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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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 辉辉 摄摄

销售动态

本报讯（记者陶静） 近日，记者了解
到，位于市迎宾路与南洋大道交会处附近
的建业·迎宾府楼盘推出的购房送5万元家
电基金活动正在进行中。据了解，建业·
迎宾府规划14栋9层电梯洋房，1.7低容积
率、35%高绿化率、超宽楼间距、阔景室内
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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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房送5万元家电基金

··守护家园守护家园

建业物业焦作分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队为
业主提供了采买服务。 筱 静 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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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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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礁正在对小区电梯进行消
毒。 王 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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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