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 倩

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我们家的房
子未来会空置很长一段时间。原本计划
这套房子用来自住，因此在装修时，花
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也舍
不得出租，类似我家这种空置房是否不
需要支付全额物业费？近日，市民姚女
士致电本报进行咨询。

空置房应不应该支付物业费？如需
支付，应该支付多少？是当下不少业主
和物业服务公司的矛盾点之一，记者就
此采访了多位市民，主要存在两种情况
和观点，其一是，我一年到头没住一
天，不应该让我支付全额服务费；另一
种是，虽然开发商早交房了，但我连家
门钥匙都没有领取，为什么还要让我支

付物业服务费。那么，业主没有享受到
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是否就可以
不支付或者少支付物业服务费吗？

业内人士表示，要想知道自己是否
需要支付物业费，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
物业费？物业费包含哪些费用？根据有
关规定，物业费指的是物业服务公司收
取的物业管理服务费。其中包括，小区
的管理费、清洁费、通讯费、工作用品
以及水、电费等。也就是说，物业服务
具有公共性，其管理的重点是不动产，
需要人们有组织的去管理服务，否则的
话居住环境和设施设备会因长期疏于管
理而发生变化。如环境的脏乱差，设
施、设备由于缺少维修养护而不能正常
运行等。

根据相关规定，物业服务的工作人
员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

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须接受相
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而且
业主需要支付全额物业费，毕竟物业管
理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业主的服务，而是
整个小区的服务，因此，不管业主是否
入住，都会产生物业管理的费用。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物业公司可以不加约
束地催缴物业费。律师指出，法律对物
业费催收方式也有禁止性规定，例如物
业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得采取停止供
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收物
业费。

业主虽然没有在小区里入住，但肯
定希望自家的房子位于一个环境优美、
设施设备运行正常的小区里，这样的小
区一定离不开物业服务企业专业的严格
管理和精心维护，物业费就是自家房子
保值甚至升值的保障。

空置房应全额支付物业费

本报记者 史 凯

本周日，位于市南通路与新安路交会
处的征云·云筑项目营销中心将盛大开
放，到访者可近距离观赏梅赛德斯-奔驰
系列豪车和罗宾逊R44直升飞机，现场客
户还有机会免费获取“登机票”，乘坐直
升飞机在空中感受焦作市区的风景和该项
目位置优势。微信关注“征云地产”，并
转发文章至朋友圈三天还有好礼相送。

多年来，征云集团不断追求创新，以
建造品质优良的住宅为己任，客户满意度
不断提升，企业已成长为本土房地产界的
翘楚。云筑项目是征云集团以“生态智
能”为核心推出的第四代升级大宅。

营销中心开放当天，梅赛德斯-奔驰
的 C-Class、E-Class、GLE、GLC 等系列
豪车免费供来宾参观体验，还能现场零距
离接触梅赛德斯-奔驰顶级超跑 AMG-
GTs、AMG-G63，同时国际车模和国内
名模现场助阵，感受香车美人的靓丽组
合；罗宾逊 R44 直升飞机免费乘坐活动
让人期待，现场客户有机会能在空中以
俯视的角度，一览云筑项目的全貌和城
区的繁华景色；此外，专业的滑翔伞团
队将为来宾提供精彩刺激的滑翔伞表演，
让大家一饱眼福，还有多种法式冷餐等你
来品尝。

有兴趣的朋友可在微信搜索“征云地
产”并关注，转发其中“10月18日营销中
心盛大开放！飞行体验、豪车品鉴、精致
冷餐，一起狂欢！”一文至朋友圈连续三
天，可于活动当天10时至11时30分、15
时至 17 时 30 分到访征云·云筑项目营销
中心，即可免费领取精致青花瓷餐具一
套；现场客户有机会领取小熊加湿器一
台，还可免费参与现场抽奖环节，有“登
机票”、电饭煲等多重好礼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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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 静

理想中的居所是怎样的？每到
周末，爷爷和爸爸在客厅里对弈搏
杀一局；奶奶在阳台上莳花弄草；
妈妈和孩子在儿童房里一起阅读绘
本……理想中的居所可承载生活
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每个家庭
结构不同，对空间的需求也不尽
相同。金山城市花园细心洞察多
样家庭结构，精心打造建筑面积
约 148 平 方 米 全 能 四 房 明 星 户
型 ， 融 合 金 山 置 业 多 年 开 发 经
验、充分遵循居家生活规律和人
性化设计，让每个家人都有独立的
空间，给生活更多可能。

双厅相连 空间灵活

美国著名建筑师约翰·波特曼
曾说：“建筑的本质是空间，空间
的本质是为人服务。”在这个追求
高品质的时代里，人们对房子的要
求不仅仅是居住，还希望住得舒
适。空间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生活的舒适度。一个家使用率最
高的地方是客厅和餐厅，人性化的
设计一定是符合主人生活习惯和行
为动线进行布局。金山城市花园建
筑面积约148平方米全能四房户型
双厅相连，南北贯通的客餐厅连成
一体，形成一个大尺度的整体空
间。从光源上来说，客厅与餐厅一
字排开，不仅采光效果大大提升，
夏天把两面的窗户全部打开，通风
效果也尤为明显；从视野上来说，
进门就是开阔的视野，客厅与餐厅
相连，视野一览无余；从居住性能
来说，餐厅和客厅空间的功能大小
使用，可根据个人喜好变换，使室
内空间更加灵活。

动静相宜 互不打扰

一个好户型，既不能把空间分
割的太繁琐，又不能把功能设置的
太单一，还要考虑房屋整体的动线
流畅、功能衔接，要有家人共处欢
聚的大空间，还需充分考虑每个人
的生活习惯、个性需求，拥有自己
可支配的房间。金山城市花园建筑

面积约148平方米全能四房户型充
分考量老人早起早睡、喜静怕闹的
作息习惯，老人房远离主卧及儿童
房的布局，避免三代人起居习惯不
同而互相打扰。此外，老人房紧邻
入户门，父母早起去早市买菜或公
园晨练，反复进进出出也丝毫不会
打扰到你和孩子的休息。金山城市
花园全能四房户型懂你对孩子的陪
伴和关注，儿童房与主卧对门设
计，与孩子分而不离，随时关注孩
子动态，方便家长照顾孩子的起居
生活的同时，也给孩子独立的成长
空间。

南北通透 厅卧向南

不少人对户型都有“朝南情
节”。金山城市花园全能四房户型
大尺寸面宽，匹配三开间朝南的设
计规划，客厅和两个卧室均朝南，
合理布局让灿烂的光线铺满房间更
多的角落，真正让阳光走进生活的
每个美好瞬间。此外，从整个户型
结构上看，金山城市花园建筑面
积约 148 平方米全能四房户型方

正，动静分区合理，明厨明卫，
日照通风样样齐全，每一处空间
细节都是设计团队精雕细琢的体
现。入口玄关设计，兼具入户缓冲
和收纳功能；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提升了使用效率，相比传统一体式
的卫生间，更加卫生、整洁、有
序；厨房有门有窗，门一关，烹饪
时产生的油烟、水汽等不会影响日
常生活；书房可随时根据生活需求
改为书房或儿童房，轻松迎接二胎
时代……

金山城市花园在户型设计上，
完美将居住体验做到极致，将品质
生活从外延伸入室，成就无可争议
的宜居作品。

金山城市花园

两栋楼建至10层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位于市政二街与天河

北路（原站南路）交会处附近的金山城市花园施工工地了解
到，该项目1号楼和2号楼建至10层，预计交房时间为2023
年5月底。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紧邻焦作火车站，周
边有站前路、人民路、政二街等主干道纵横交错，交通十分
便捷。

和兴南郡名城楼盘

5号楼内部结构开始施工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和兴南郡名城楼盘施

工工地了解到，该项目规划了7栋27~33层的高层住宅。目
前，1号楼和2号楼开始进行外立面的施工，预计2021年10
月交付使用；3号楼、7号楼已封顶，目前开始做外立面；5
号楼正在进行内部结构施工。

焦作碧桂园翡翠湾楼盘

开启金秋购房优惠活动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焦作碧桂园翡翠湾营

销中心了解到，该楼盘推出了金秋购房优惠活动，部分房源
购房可享9.5折优惠。据悉，焦作碧桂园翡翠湾楼盘是碧桂
园集团在焦作倾心打造的高端人居项目，项目扼守繁华老城
区和活力新城区的交通要道，既坐拥老城区成熟配套，又近
享新城区发展利好，以世界品牌的高度，打造焦作人居新
篇。

东方今典·境界楼盘

一次性购房享9.6折优惠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东方今典·境界楼盘

营销中心了解到，该楼盘推出购房优惠活动，按揭购房可享
9.7 折优惠，一次性购房可享 9.6 折优惠。据了解，东方今
典·境界项目打造主力建筑面积120至188平方米多层花园庭
院洋房、建筑面积88至136平方米阔景高层，项目聘请拥有
一级物业资质的今典物业担纲物业服务，全面提升焦作人居
品质。

我有权得到已故母亲的那份房产吗
问题提出：陈女士
问题陈述：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结婚后买了3套房

子，后来母亲因病去世，如今父亲想再娶，如果他们登记结
婚，继母会分走我父母的房产吗？怎样才能保住我母亲的那
份房产，我有权得到母亲的那份吗？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针对陈女士提出的问题，律师指出，陈女士

母亲去世时所留的遗产应首先在其和其父亲之间继承，陈女
士可以分得其中一部分；其父亲再婚，原有的财产也是婚前
财产，除非其父亲将之赠与或处分，否则仍旧属于陈女士父
亲的个人财产。

这种情况能否提取我的公积金
问题提出：张女士
问题陈述：我之前的公司一直为我缴纳住房公积金，最

近我新换了份工作，新的公司只缴纳五险没有为我缴纳公积
金，我想知道之前公司为我缴纳的那部分公积金能提取出来
吗？

行动记者：陶 静
行动结果：记者对此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张女

士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封存满半年可以办理提取公积
金手续。提交材料包括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材料或失业
证、身份证、银行借记卡。

受房企降负债、调控政策收紧影
响，房企拿地热情有所下降，土地市场
降温。机构数据显示，10 月 5 日至 11
日，40个主要城市土地成交量环比下降
71%，成交金额环比下降83%。31家受监
测房企 9 月新增土储总建筑面积环比下
降10%，新增成交金额环比下降1%。

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10 月 5 日
至11日，40个主要城市土地供应量环比
增长109%，成交量环比下降71%，出让
金总额较前一周下降 83%。住宅用地供
应72宗，较前一周增加3宗；供应面积
383 万平方米，较前一周增加 30 万平方
米。

同期40个主要城市住宅用地成交13
宗，较前一周减少57宗；成交面积90万
平方米，较前一周减少 420 万平方米；
成交金额84 亿元，较前一周减少634 亿
元。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称，9月土地市
场成交溢价率较8月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
至15.2%，创4月份以来新低。土地流拍
率为 9.3%，较 8 月份增加 3.2 个百分点，

流拍地块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
新增土储方面。31 家监测房企 9 月

新增土储总建筑面积3124万平方米，环
比下降10%；新增土储成交总价1655亿
元，环比下降1%。从8月份底“三道红
线”融资新规出台后，土地市场流拍率
出现上升趋势，土地市场持续低位运
行。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称，预计接下
来房企投资力度将分化且维持审慎拿地
态度。

就公司而言，减少拿地、多元化拿
地均可有效减少拿地开支，从有息负债
端实现降负债目的。以恒大为例，该公
司降负债的具体措施就包括控制土储规
模，实现土储负增长，提出力争平均每
年减少3000万平方米左右土储。融创中
国也同样提出审慎拿地。

今年下半年以来多城相继发布楼市
调控政策，“稳地价”为调控措施重要一
环。

10 月 9 日，徐州市住建局发布 《关
于进一步促进市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的通知》，从宅地供应、备案价格管理、

装修行为与价格监管、房地产金融政
策、限售等多方面给出指导政策。

今年 4 月份以来，徐州市土地市场
升温明显。如三盛集团8月份以63%溢价
率在徐州市拿下龟山地块。9月份，德信
地产经过313轮竞价，以135.82%的溢价
率摘得徐州一住宅用地。

此前，已有多地发布涉及“稳地
价”措施的楼市调控政策。长沙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日前印发《长沙市商住经营性用地出
让限地价/溢价竞自持租赁住房实施细则
（试行）》，明确提出长沙需配套建设租
赁住房的商住经营性用地，将采取“限
地价/溢价+竞自持面积+摇号”方式挂
牌出让。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保持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优化供
应结构，住宅用地占经营性用地比重不
低于60%，供需紧张区域不低于70%，优
先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新 华

房企审慎拿地 土地市场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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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9115777 参与
竞猜。

阿 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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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8797333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出售
原耐一附近有一楼房1700多平方米，

带一独院，有多个停车位，交通便利，环境
幽雅，租售均可。

电话：18625888662 15538995802
急售铜马西福润苑小区一层学区房，

紧邻超市、医院，93平方米，可公积金贷款。
电话：13703890356
急售丰收路锦祥花园住宅，面积195平

方米，大平层，另有20平方米车库一间，价
格面议。

电话：18739125678
丰收路人社大厦南边丰祥花园小区住

宅一套，面积172.1平方米，四室二厅二卫，
价格面议。

电话：13839170966

全能四房户型 给你生活更多可能

专家教你如何避开收房陷阱
买完房之后，大家最期待的事情莫过

于收房了。但是，在收房时，如果不重视
验房这一环节，随手就把合同签了，很容
易就掉进开发商的陷阱里，尤其对于第一
次买房的消费者来说，不管是看房还是买
房还是验房的过程当中，都有不少的陷
阱，本期《焦作房地产》 版，邀请专家教
你如何避开收房陷阱。

限时收房

一般开发商约好的收房时限，在收房
通知书寄出的30天内，如果购房者没有在
约好的时间内办理有关手续，则一般视为
已交付。买家应从通知单的最后期限之
日，承担全部购房危险责任及税费。购房
时要留联络方式，防止失去验房期限。有
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参加，能够书面形式托
付亲朋、律师帮助，也可及时与开发商联
络，洽谈另行约好时间，并以书面形式确
认。

交房证件不齐

“三书一证一表”不全，特别是修建工
程质量认定书与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竣工
概括查验合格证，通常由于楼盘完全修建
未完成而根本无法查验。遇到这种情况，
购房者可以选择不收房，如果确需验收，
也要有相关文件，如“住户验房交代表”

“验房记载表”等，并妥善保留好相关文件
副本。

先签文件后验房

一些开发商采取先填表、签文件，再
验房的方式，意图让消费者签了收房认可
书后再验房，等发现疑问时购房者懊悔也
来不及，而开发商的责任就会更小。购房
者在签合同时应该将先验房再收房作为附
加条款写进合同里，如最初合同没有约
好，则可在备份文件中著名“房内状况未
看”或“屋内状况不明”或“未验房”等
字样。

巧立名目收费

虽然物价部门已对入住时的有关费用
进行明文规定，但一些开发商到收房入住
时又巧立名目乱收费用。业主在收房时要
不怕费事，不应付的钱坚决不付，必要时
可向物价局、房管部门投诉，维护自身权
益。

房 言

买 房 子 是 一 件 大
事，买到好房子是一件
幸事，好房子的标准不
单单是好的地理位置、
配套齐全，户型也是很
重要的一个选项，有不
少购房者看了户型图之
后表示看不懂，不知道
如何判断户型好坏。特
别是如今大量开发商推
出精装房，交房之后很
难对户型结构进行二次
改动，因此户型的设计
合理性对于居住舒适度
至关重要。本期《焦作
房地产版》，推出 《寻
找焦作好户型》 栏目，
与广大置业者探讨一下
什么是好户型，并寻找
焦 作 楼 市 中 的 好 户
型。

之金山城市花园篇

开栏的话

地址：政二街与南水北调运河交会处

（0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