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秦 秦

生命的长度有限，但生活的宽度无
限。城易达·璞玥府A户型，从改善家庭
的居住需求出发，为追求品质的人们缔造
美好生活。大多数人的居住理想是拥有一
处居所，既能满足三世同堂共享天伦之
乐，有各自独立互不打扰。3室2厅2卫A
户型，是中产阶层改善居住条件的不二之
选。

据悉，A 户型面积区间为 121.62~
125.62平方米，该户型是较为经典的三房
设计，功能区分割明显，客厅大开间，明
厅明卧、明厨明卫，让生活空间尽可能多
的与阳光相伴。该户型居住舒适度高，尤
其适合刚需人群或改善性人群居住。

一梯两户 出入从容有度

市面上的宜居大宅不少，但是拥有一
梯两户设计的花园洋房不多。城易达·璞
玥府A户型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尊崇国人
居住哲学，一梯两户不仅是私家空间适度
延伸，更给出入家门的业主设置缓冲空
间，让生活状态趋于完美，避开了拥挤、
等待、电梯超载等尴尬与无奈，让生活更

多一分从容。
一位已经购买 A 户型的业主这样

说：“我之所以选择城易达·璞玥府，选
择 A 户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该户型拥有一梯两户的设计。单身时住
的小公寓4梯20多户，每个高峰期都是令
人抓狂的噩梦。”

生命短暂，光阴如梭，渴望在有限的
岁月里享受人生，就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
谓的等待中。一梯两户，让业主每一次出
行都畅快舒适，随性随心。

布局方正 真正全明

A户型布局方正、全明设计，大气开
阔，超大观景阳台方便业主品茗谈天、弄
花侍草，既充实生活，又修身养性。餐厅
是居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采光和
观景要求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该户型厨房
与起居厅、餐厅连通布局，空间阔绰大
气，更方便了主妇与家人的沟通；起居厅
在南，餐厅在北的分开布局，通风采光均
有利。

正是这种方正的布局和全明的设计，
给A户型带来了空间零浪费的观感。一位
从事设计工作的业主，在城易达·璞玥府
购买房子时，也特别从空间利用角度表达

了对A户型的偏爱。

南北双阳台 生活惬意自在

在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里，阳台作为
“生活在笼中”的我们唯一可以与自然亲
密依偎的场所，它在居住空间中的意义可
以说是多层面的。它绝不仅仅只是室内的
延伸，更是一处感受阳光、清风，享受惬
意生活的地方。

南北双阳台，一个酿生活，一个酿诗
意。在璞玥府A户型中，客厅与南向多功
能生活阳台相连，起居待客，观景生活相得
益彰，暖暖的阳光塞满整个起居室，让家的
味道更浓郁。厨房邻近生活阳台，让主妇
的烹饪空间多了开阔的空间与观景视线，
厨房不再仅仅是枯燥无味的锅碗瓢勺，而
有了更多的生活乐趣。当然，这个阳台也
可以打造成一个储物间，生活中的琐碎物
品都可以集中放置，让收纳更加方便。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根植于每个人
心底的不变追求，不仅为自己，更是为
家人。一处幸福居所之所以幸福，摒弃
外在价值，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产品
的营造。城易达·璞玥府深入洞悉人居偏
爱，探寻完美居住哲学，赋予生活更多精
彩。

南北双阳台舒适三居 赋予生活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王 倩

对于很多爱网购的人来说，“双 11”购物
狂欢节绝不能错过。近日，不少人就在盼望快
递可以早点送到自己的手中。记者在各大小区
采访时发现，如遇业主家中没人，绝大多数的
快递都无人看管。有业主吐槽：“平时上班不在
家送货上门就不指望了，但放在物业，他们既
不管收，丢失也不负责。”“回家去物业找快递
简直是大海捞针，找不找得到全靠运气。”

采访中，家住老城区的王女士向记者诉
苦：“网购容易，收快递难，遇上工作日家中没

人，上个班也要担心快递的安全……”据王女
士介绍，今年年初以来已经丢过3件快递，虽
然都不是贵重物品，但也很是恼火。“快递放门
岗后，物业工作人员既不登记也不数件数，谁
来都能拿，真是不放心，现在贵重的快递，我
都尽量周三买，这样周末刚好到货。”王女士如
是说。

在王女士的小区里，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以前快递少还好管理，进入11月以来，一
家快递公司平均每天都要来两次，每次都是一
大包快递包裹，业主不在家只好放门岗，但物
业工作人员都要定时外出巡逻，没办法保证门
岗一直有人看管快递。

家住万方桥附近的周女士说，近半个月
来，他们小区门岗的快递堆积如山，自己快递
丢失后，在门岗也找了好几遍，但仍然没有找
到，询问安保人员，他们也表示不知情，想着
这些工作人员本来就是帮忙代收快递，这事儿
也只好不了了之。

关于快递代收丢失的问题，业内人士表
示，如果业主没有和物业公司签代收、代管协
议或付保管费用，物业工作人员并无义务代收
业主快递，除非物业或安保人员存在故意或重
大过失的情形，否则难以要求其承担损失赔偿
责任。

在示范区采访时，记者发现不少小区出现

了云快递柜，快递员将包裹放到柜中，云快递
柜会自动给收件人发短信告知取件密码，取件
人凭码取件即可，能寄又能取，方便又安全。
该小区业主韩女士说，自从有了云快递柜，她
不用坐在家里等快递小哥，也不用担心有人冒
领包裹了。

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衍生了一系列的
电子产品，往往只需要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完
成生活的一些事情，云快递柜就是一个便民且
保障较好的服务设施，在我市拥有云快递柜的
小区已经越来越多，普遍受到了业主的好评，
相信这种新颖、便捷的生活方式，会适当减少
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

给快递包裹一个“家”让业主更安心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记者在碧桂园翡翠湾楼盘施
工工地了解到，该项目2号楼、7号楼、8号楼、9号楼已经
封顶；1号楼、3号楼即将封顶；6号楼已施工过半。对于扼
守繁华老城区和活力新城区交通要道的碧桂园翡翠湾项目来
说，可谓既坐拥了老城区的成熟配套，又尽享了新城区的发
展利好。

碧桂园翡翠湾

两栋楼即将封顶

本报讯（通讯员刘华）为协助市住房保障中心查询我市
五城区2000多户低收入家庭的不动产登记情况，确保我市
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顺利开展，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动担
当，与住房保障中心对接，了解相关查询内容、查询要求，
在较短时间内将查询结果反馈相关部门。

为做好该项工作，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不影响日常工作
的情况下，安排专人查询相关信息，做到了“专人负责，严
格保密，高效办结”。截至11月17日，实际已完成2635户
6179人的不动产查询任务，为我市保障性住房分配工作顺
利开展贡献了力量。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做好住房保障资格查询工作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和兴南郡名城楼盘营
销中心了解到，该楼盘推出了购房立减2万元优惠活动，此
外一次性付款可享9.8折优惠，按揭付款可享9.9折优惠。据
悉，和兴南郡名城规划占地62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
米，共规划7栋高层建筑，层数为27~33层。该项目依托万
达商圈的繁华配套，新河生态景观带和300亩沁泉湖天然生
态优势，打造“人在城中，繁华相伴”的尊崇感受。

和兴南郡名城 购房立减2万元

问题提出：孙女士
问题陈述：经朋友介绍，我在老城区看中了一套二手

房，卖家称房子暂时没有不动产权证，只能暂时签买卖协
议，如果能一次性把房款交齐，可以给予适当的优惠。请问
这样买房有风险吗？

行动记者：秦 秦
行动结果：针对孙女士提出的问题，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的工作人员指出，房产交易时双方签订买卖协议是有必要
的，但不能代替不动产权证，孙女士更不能为图省钱，而不
去考虑过户不动产权证，这样做风险巨大。在现行法律法规
中，房产交易以不动产权证为准，买卖双方一旦发生纠纷，
不动产权证将是房屋所有权的第一证据。因此，张女士签订
买卖协议时，一定要将不动产权证过户相关事宜备注清楚。

这样买房风险大吗

近日，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发布的三季度
全国主要城市地价监测报告显示，全国主要监
测城市地价同比增长 1.65%，增速较上季度下
降0.40个百分点。其中，住宅地价同比增速连
续10个季度放缓，综合、商业服务地价同比增
速连续9个季度放缓，工业地价同比增速连续4
个季度放缓。

数据显示，三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的商
业服务、住宅、工业地价同比增速依次为
0.13%、2.81%、0.94%，较上季度分别下降
0.41、0.30、0.5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三季
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环比增速为 0.58%，
较上一季度上升0.15个百分点。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松表
示，第三季度房地产企业开发投资逐步恢复，

市场刚性需求逐步释放。房地产企业资金状况
有所改善，但在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背景下，
房企到位资金中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同比增速
回落。

近几个月来，政策层面再次重申坚持不将
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并在金融监
管、财税调节、市场监测、信息公开等方面提
出要求，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同时，多地纷纷出台加码调控新政。深
圳、南京、杭州、宁波、沈阳、常州、成都、东莞等
地采取升级限购限贷政策、增加限售年限、调整

土拍竞价规则、加大无房家庭摇号比例、增加住
宅用地供应等多种措施遏制投机炒房，满足合理
自住需求。深圳、无锡、沈阳和成都等城市调整
个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免征年限等。

受这些因素影响，地价涨幅有所放缓，但
压力仍大。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10个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777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连续4个月降
幅扩大。但与此同时，今年前10个月土地成交
价款同比增长 14.8%，土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仍
然较大。

赵松表示，第四季度预计全国城市地价环
比增速仍呈小幅上升的趋势，住宅地价总体保
持稳中有升，热点区域和部分热点城市的住宅
地价环比增速有所回落。下一步，应在增加信
贷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同时，强化房
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避免资金“脱实就
虚”，合理引导房企降杠杆。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前 10 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33294 万
平方米，同比持平，年内首次实现增速止
跌。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0.8％，年内首
次回正。对于后续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专家
普遍表示，房地产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和延续
性，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是坚定不移
的方向。 新 华

第三季度全国地价涨幅放缓

大家选房子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房子的性
价比，它是衡量一个楼盘品质与价格是否对称
的指针。很少有人买房时只选便宜的，大多数
人还是根据房子的性价比来寻找适合自己的理
想之家。那么房子的性价比主要看哪些方面
呢？

地段优势
地段一直被房地产业内认为是选址的金科

玉律，楼盘所在地段是其能否增值保值的首要
因素。因为地段具有不可复制性，使得好地段
的楼盘成为稀缺性的产品。当所有房产的价格
都上涨的时候，位于黄金地带配套设施良好的
楼盘虽然也在升值，但短期内的升值幅度可能
比不上新兴热点区域楼盘。可是当市场萧条
时，这些楼盘就会表现出良好的保值属性。

交通便捷
由于繁华路段的交通情况已经越来越难以

满足日益发展的交通需求，在楼盘建设过程
中，交通方面的配置通常和地段因素、区域人
文因素结合起来考虑，相比其他区域楼盘，交
通便捷的楼盘保值性强。

区域潜力
一些位于有着清晰规划、发展潜力明显区

域内的楼盘，在价值层面会更具有一定的潜
力，即使是目前在区位配套、交通出行方面还
有欠缺，但区域未来发展潜力强劲将极大支撑
楼盘的升值，对购房者而言，买房就是买未
来。只要经济在发展，房价就会有支撑。区域
经济的发展，对于区域房地产项目的保值增
值，有着最直接的促进作用。

品牌实力
在市场情况不好的时候，品牌开发商由于

积累较多，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性会相对小一
些，而品牌开发商往往也会在提升性价比、附
加值上下功夫。绝大多数品牌开发商都有较强
的责任心，因为他们会对自己的品牌非常看
重，不仅在设计建造环节会精益求精，而且会
在售后服务、物业管理方面极力增加项目的附
加值，比如提供更高品质的物业服务。房 文

房子的性价比
关注四个指标

之城易达·璞玥府篇

联系电话：8797333
欢迎刊登售房信息

●出售
原耐火材料一厂附近有一楼房，1700

多平方米，带一独院，有多个停车位，交通
便利，环境优美，租售均可。

电话：18625888662 15538995802
急售腾飞雕塑西福润苑小区一层，学

区房，周边有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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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运国际商城人民路与文昌路交会处

附近有一商铺G3117，面积54.83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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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有一商铺G3118，面积54.83平方米，价
格面议，欲购从速。

电话：18239186666
远大双子公馆公寓楼一套，面积52平

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843911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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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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3栋塔楼和商业组合而成，其中
35平方米至50平方米的公寓产品兼具自住、商务、投资等
多重功能。目前，该项目所有产品均已封顶，商铺外立面工
程已施工结束，预计交付时间为2021年3月，9号楼正在进
行楼体外立面的施工建设，预计交付时间为2021年4月。

金德利·新都汇

商铺外立面工程已完工

本报讯（记者陶静）近日，记者在焦作碧桂园营销中心
了解到，该楼盘目前推出按揭购房9.8折优惠，一次性付款
购房9.6折优惠，此外，本月认购可享额外9.5折优惠。据
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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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认购享优惠

“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终于拿到不
动产权证了，不仅心里踏实，而且孩子在
片区上学也有保障了。这要感谢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细心、热心的服务。”
近日，家住山阳区焦东街道六号院社区某
小区的居民老王高兴地说。

事情还要从老王的房子说起。2000
年老王所在小区集体办理不动产权证，但
出现个别住户户主姓名、房号不一致等情

况，因此引起孩子不能就近上学等麻烦。
近日，老王将此问题反映到了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为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让
群众踏实放心，该中心高度重视，本着
依法依规、让群众少跑趟的原则，查阅
原始档案、实地走访调查，确保反映情
况属实。

在所有问题调查清楚后，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电话通知老王

前来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
不动产权证。由于涉及程序烦琐，当日下
班后工作依然没有完成。为了不让群众再
跑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非涉税线下组科
长冯长征，带领窗口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办
理相关手续，当老王办理完所有手续时已
是当日19时许，繁忙的行政服务大厅也
只剩下该窗口还亮着灯。“房屋是群众最
重要的财产之一，不动产权证则是群众房
屋所有的重要凭证。能通过我们的工作解
除群众心中所忧，下班多晚、工作多累都
是值得的。”冯长征说。

苏 斌

细心加热心暖了老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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