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倩

“我们小区多个楼栋单元门都是坏的，
有的单元门不了有一年多了也不见物业工作
人员来维修，业主多次去物业服务公司协
商，给我们的回复是缴纳物业费后就给更换
单元门，现在都过去快半年了，单元门还是
迟迟不维修，也不更换。”近日，市民孙先
生致电本报表示，该小区的门禁系统坏了，
出入小区无人问津。

我市许多小区都安装了小区智能门、单
元智能门等门禁系统，由于使用时间过长，不
少小区的门禁都出现了损坏，这样一来，外来
车辆、人员均可随意进出。

记者来到孙先生小区看到，虽然该小区
的各楼栋都设置有单元门，但很多单元门的

锁都是坏的，有的门摇摇晃晃，只剩下一个合
页，根本不能开合。此外，该小区楼道内、电
梯内随处可见通下水管道、卖房等小广告，影
响业主居住环境的同时，也给业主带去了不
安。

“疫情前我们小区经常会出现上门推销
产品、上门清洗抽油烟机的人，如今这些人犹
如雨后春笋般再次‘冒出’，前两天就有人敲
我家的门，咨询是否需要家政服务，当时家中
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这些人只是单纯的推
销产品那还好，但如果是借着推销产品的名
义行骗，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毕竟现在骗子的
手段让人防不胜防。”记者在孙先生小区采访
时，该小区业主武女士也反映了门禁坏后带
来的问题。

此外，单元门禁系统坏了之后，经常有业
主在电梯里见到陌生面孔，有时候业主放在

家门口的东西会丢失，大家对此怨言颇多。
该小区的业主纷纷表示希望物业可以尽快恢
复门禁系统，保障小区业主的居住安全。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对此表示，根据《河
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承担定期对物业负责的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巡查、养护、维修。
门禁系统属于公用设施设备，如果该设施设
备已过保修期且需大修，则应使用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如果业主未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则需要该单元全体业主共同集资维修。

小区门禁坏了该谁维修

本报记者 陶 静

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人口增多、产业
规模扩大，老城区已无法承载大量的城市资
源，而一个城市的新城区，就是因为在原来
的城市之外，有了能够吸引人口和产业转移
过去的重要资源而形成的。目前，借助我市
城市区域稳步扩展的契机，新城区以建设精
品城市为目标，完善城市功能，丰富城市内
涵，已建设成为焦作新商圈、城市新中心、
娱乐购物新热点。而随着各开发企业的相继
进驻，更使得新城区板块活力四射。

俯瞰整个焦作新城区东部，从市山阳路
与丰收路交会处看起，市太极体育中心建立
在此，这是国内领先、省内一流的城市标志
性建筑，每年市内各大重要体育赛事皆在此
举行。往西数十米，市图书馆、市科技馆就
在眼前，再往南走就是市龙源湖公园，万紫
千红的花卉四季如春，使得该区域生态环境
无可挑剔。此外，焦作市第一中学、河南理
工大学等皆在此区域，教育文化氛围浓厚。
近几年，新城区东部开发建设的楼盘无数，
在众多楼盘中，焦作恒大悦龙台以其品牌优
势、楼盘品质以及园林绿化、物业服务等成
为了多数市民心中的标杆楼盘。

恒大品牌 品质保证

从知名到驰名，从卓越到伟大，二十四
载风雨兼程，恒大地产作为“民生地产”理
念的践行者，以笃行务实高效的企业作风，
精雕细琢的产品品质，受到全国房地产业内
和社会的一致好评，买房选择恒大，也成为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共识。

焦作恒大悦龙台是恒大地产继焦作恒大
城之后在焦作打造的高端地产项目。该项目
秉承恒大地产成品房交付经验，匠心历练，
以恒大地产“精装标准”的品质建造要求，
打造40余项成品房交付细则，一砖窥品质，
一木见风景，严格把控每一步细节，严苛甄
选每一种建材，与 800 余家品牌供应商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其优良品质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也经得起广大业主的考究。

园林湖景 国韵华宅

住宅是城市的风景，园林，是住宅的生
命。焦作恒大悦龙台自建约7.8万平方米新中
式风情园林景观，取中国传统文化“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精髓，
应用于园林设计中，呈现“一院府邸，以湖
为界，两岸人家”，打造一湖两台三亭的自然
居住景观。居于此，推窗见湖，思绪在碧水
清波里荡漾，眼前绿树繁花连成一片，没有
尘世烦扰，只剩轻松惬意。恒大地产倾力打
造都市里的生态人居，以臻美园林抒写诗意
人生，为业主创造居于园中、融于景中的

“诗意生活”，让你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
只是想象。

醇熟配套 舒适生活

选择一处房子，也是选择一种生活，一
处房子的价值，不仅仅是房子本身，还有基
于房子所能带来的各种生活体验，要满足除
居住以外的，如休闲娱乐、社区商业、医疗
教育等多种功能，因此，“一站式”服务的社
区越来越受到购房者的青睐。焦作恒大悦龙
台内部打造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悦贤会
所，会所奢华兼备、多功能分区，包含恒温

泳池、健身房、舞蹈室、棋牌室、茶馆、绘
画室、儿童乐园等，这些娱乐、休闲场所将
为今后的业主提供贴心服务，让业主在生活
中留下健康和惬意。此外，恒大旗下金碧物
业24小时全天候守护你的爱家；多重安防系
统，为你和家人的安全保驾护航；独创

“1530”服务模式，让你的生活后顾无忧。
多年来，焦作恒大各项目随着焦作新城

区的发展不断崛起、一路奋进，恒大地产始
终秉承着“以匠心精神构筑高端品质人居”
的开发理念，在城市建筑、园林景观、物业
服务等方面精益求精，不仅以高质量的地标
性建筑助推焦作城市腾飞，同时为业主营造

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勾勒起焦作新城区的美
好生活蓝图。

上图为焦作恒大悦龙台美景。
陶 静 摄

本报讯 （记者秦秦） 天气太
热，白天没时间也抗拒扎进暑热中
为买房奔波怎么办？连续不断的高
温天，使得不少购房者酷热难耐叫
苦不迭。近日，常新银河商务中心
售楼部适时延长看房时间，让购房
者不再烦恼。

为消除季节性原因带来的不
便，不少售楼中心非常人性化地延
长了开放时间。常新银河商务中心
也不例外。据悉，该楼盘已将售楼
部接待时间延长至 21 时，给消费
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自家项目
凝聚了不少人气。对于工作时间的
延长，该楼盘的销售顾问给予极大
的理解。“毕竟夜晚凉快一些，客
户来的路上不烦躁，也相对耐心一
些，更愿意听我们为其讲解楼盘详
情，让客户对项目有一个更全面、
更系统的了解。”该楼盘营销负责
人刘磊说。

记者了解到，通常在夏季延长
工作时间、提供夜间看房服务的项
目所处地段一般都比较显眼，像常
新银河商务中心这样处于市区主要
交通干道交会处、公共广场附近
等，而那些相形之下位置稍显偏远
的楼盘因不在闹市区，即便是晚饭后也鲜有市民来
附近纳凉，所以是否延长看房时间影响不大。

“每年到了夏季，我们公司都会适当延长售楼
中心的开放时间，需要注意的是，与白天看房相
比，夜间看房仅限于项目沙盘和户型模型以及样板
间，考虑到安全方面的原因，即使置业者要求，我们
也不允许在夜间将其带至工地进行现场看房。但我
们项目地处成熟生活区，在售楼部获知房屋信息后，
可以在四周逛逛，感受一下生活氛围。”刘磊表示。

对准备下定的朋友，刘磊建议，在夜间看房时，
先在售楼中心挑选自己中意的房型，同时仔细参观
样板房，对这个房型有个大概的把握，最好能够在白
天也看一次房，充分了解后再做决定。此外，常新银
河商务中心还准备了伴手礼，到访即可获赠。

常新银河商务中心，位于市解放区塔南路与新
安路交会处向西100米路北。南邻市政府、市行政
服务大厅，北靠南水北调景观带，东依塔南路，交
通便利、环境优越，周边办公、商业、交通等配套
醇熟，雄踞焦作新老城区商业氛围最浓厚的价值高
地，有眼光的你一定不要错过。

本报记者 秦 秦

“我印象中不动产权证书后面不是应该
附有和房屋相关的图纸吗？怎么现在没有
了？”近日，刚刚拿到不动产权证书的市民
胡先生焦急地询问。“你用手机扫一扫证书
上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房屋的全部信息

了。”市政务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
人员温馨提醒。5月19日是因新冠肺炎疫情
实施严格管控后市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服务全
面开放的第一天，来现场办理不动产各类手
续的市民也多了起来。不只是胡先生，当天
拿到不动产权证书的其他市民也发现不动产
权证书变薄了。

实际上，作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升级服务中的一环，从 4
月 1 日起，我市不动产权证书就已经不再

“贴图”，全面实施“一证一码”模式。市民
通过手机扫描不动产权证书上的二维码，便
可获取该处不动产的房屋分户图、宗地图、
三维实景位置图以及权利人、坐落、用途、
面积等详细信息。

不动产权证书“一证一码”登记服务的
实施，是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高科技为手
段，以高效、便捷为目标，科学实现提质增效、
优化服务的又一新举措。这一举措，实现不
动产权证书“‘码’上查”，让百姓手中的不动
产权证书更加科学、更加“智慧”，同时扫码看
图还能一定程度上起到防伪。

在此之前，不动产权证书需另附上房屋

分户平面图和宗地图，并且每次过户都需要
重新配纸质图纸，工作人员要进行分类、制
图、盖章、粘贴、折叠等一系列工作。从申
请测绘到领取图纸需要3~5天时间，耗费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今，不动产权证书增
加了唯一标识二维码，替代了传统的纸质图
件。已有权籍调查成果的，可以直接沿用，
不需要重新制图，直接提取复用，电子信息
迅速流转，最快可达到5分钟完成配图。高
效出证的同时，给不动产权利人也提供了便
捷的自助查询途径。

“不动产权附图二维码的启用，不但无
需粘贴不动产的宗地图和房屋分户图，避免
因图纸脱落、遗失带来的麻烦，同时还能大
幅节省纸张，有效提升不动产登记效率和不
动产权证的科技含量，减少行政成本。今后
随着系统功能不断完善，扫码缴纳登记费
用、扫码查询业务办理进度、产权证抵押、
查封、异议状态等功能也会逐步开放。”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冯德义说，“我中心积
极探索‘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新模式，提
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擦亮便民利民窗口
服务品牌。”

建业·世和府楼盘

15号楼新品加推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建业·世和

府营销中心了解到，该项目 15 号楼新品加推中，
建筑面积125~200平方米房源正在热销。据了解，
建业·世和府从居者家庭结构与全龄生活需求出发，
别出心裁的园林造景，利用楼栋、廊架空间，打造水
中树池，用景观亭、陈列景观墙、洽谈广场、儿童游乐
场等全龄互动空间，承载邻里交流日常需求，为居
者带来极致生活体验。

金山·东方花园楼盘

临街商铺热销中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金山·东方

花园楼盘销售中心获悉，该楼盘建筑面积123~259
平方米临文丰路商铺正在热销中，有投资意向的购
房者可以多加关注了。据悉，金山·东方花园本次推
出的商铺拥有极佳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项目坐
拥人民路城市主干道，享城市便捷交通，依托金山·
东方花园50万平方米成熟大盘和周边各个社区，享
3万名高端消费人群，人潮汇聚，前景无限。

自主缴存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是多少
问题提出：韦先生
问题陈述：我和爱人均为住房公积金自主

缴存户，想用公积金贷款购买一套房子。请
问，我们的贷款额度是多少？

行动记者：陶 静
行动结果：记者在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

到，韦先生若是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贷款最
高可贷总房价的 60%，单笔不超过 40 万元；韦
先生若是夫妻双方共同缴存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可贷总房价的70%，单笔不超过45万元。

之恒大悦龙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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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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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源湖公园北广场附近市政府家属院

多层住宅一套，位于一楼，面积123.82㎡，3
室2厅2卫，价格面议。

电话：13903918299

《每周一楼景，猜
猜它是谁》栏目欢迎
广大读者参与，读
者猜中照片所属楼
盘，即可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请读者致
电 5866666 参 与 竞
猜。

阿 辉 摄

每周一楼景每周一楼景
猜猜它是谁猜猜它是谁

以工匠精神构筑高端品质人居以工匠精神构筑高端品质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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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查让不动产权证更“智慧”

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扫不动产权证上
的二维码查看房屋信息。 秦 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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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建业·迎宾
府楼盘施工工地了解到，该楼盘主推精品洋房产
品。11号楼、12号楼、13号楼、15号楼、16号楼
主体已完工、外墙漆施工已完成，窗户安装完毕，
室内电梯安装完工。目前，11号楼正在进行玻璃
栏板的安装工作；12 号楼石材挂板已安装完成
80%。

建业·迎宾府楼盘

多楼栋即将达到交付条件

销售顾问向客户介绍户型。 秦 秦 摄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金德利·新
都汇楼盘施工工地了解到，该项目是兼具自住、商
务、投资等多重功能的35~50平方米小户型公寓，
由3栋塔楼和商业组合而成。目前，该项目主体已
封顶，外立面工程正在施工中，内部隔断和内部消
防同步施工中。

金德利·新都汇楼盘

外立面正在施工中

问题提出：任先生
问题陈述：我的房子是 2018 年购买的，

当时开发商销售人员拿着广告宣传资料向我介
绍，但内容却没有写入合同。现在，因该房地
产公司没有兑现广告上的承诺产生了纠纷。请
问，开发商这么做是否违约？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律师指出，根据法律规定，开

发商在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就商品房开发
规划范围内所作的说明、承诺以及具体规定，
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及房屋价格的确立有着
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因此，市民
在购房过程中一定要收集宣传资料，在签订购
房合同时，应将宣传广告中的内容写进合同。
如果发生纠纷，可以明确房屋开发商的责任。

开发商这样做是否违约

直系亲属如何办理不动产权过户手续
问题提出：牛先生
问题陈述：我有一套房产，已办理不动产

权证书，现在想把房子过户给我儿子。请问，
需要哪些材料？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

示，牛先生需和他儿子一起携带不动产权证
书、双方身份证、户口簿，到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窗口和税务窗口办理手续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