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家是下班之后
彻底放松的地方；有人说，
家是风雨之中最安全的港
湾。但家，离不开一套房
子。为了拥有自己的家，有
人苦苦奋斗，有人无奈啃
老，有人甘当“房奴”。所
以，房子，承载了太多的故
事。

买房难、装修烦。第一
次买房时是怎样的心情？装
修时有什么经验、趣事或惨
痛的教训？又或许你现在还
在为买房奋斗，也可能你是
一个整日面对购房者的置业

顾问……无论是何身份，相
信对于“房子”这个话题，
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特别的感
受，也一定想把自己和房子
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如
果你和房子有故事，却无处
分享，那么机会来了——本
报全新栏目“我和房子的故
事”，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故
事，为你提供分享的平台。

你的房子代表你的生活
态度，买房过程是你宝贵的
人生经历，装修风格体现你
的审美和爱好，住进去之
后，也一定有过很多欢乐
的、悲伤的、感动的瞬间。
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为大家
构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投稿信箱：
lhrbfcb@163.com

征集“我和房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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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住宅能增加幸福度，如
今三世同堂的大家庭，更喜欢选
择低楼层。那么如何选择低楼层
呢？

1.了解房子的防潮设计 挑
一个下雨天的日子，去实地看看
房屋的防潮能力如何。再看房屋
是否带有地下车库或者一层是否
架空，如果带有地下车库或者一
层架空，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
湿气。

2.查看排水管 挑选底层时
一定要看各排水管道、系统是否
经过特殊处理，底层的排水系统
是否单独和独立。如果底层的厕
所管道、下水管道不接受来自上
面各层的排水，自成系统，那么
就不会出现由于上面各户的不正
常使用而使一楼发生堵塞的局
面。如果底层的管道与上面各层
是相连，那么消费者要看其管道
是否在一楼变粗、变大。

3.检查地面的环境状况 底
层容易接受地面环境的影响，如
果地面植物繁茂、景色优美，底
层的住户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但如果底层四周下水道管处
理不当、化粪池处理不当，往往
会造成臭气熏天、蚊虫苍蝇滋
生。另外，看阴、阳沟是否通
畅、化粪池口是否离自己住宅较
远、地面的排水系统是否完善、
有没有一些死角地带等。

4.注意采光 在选择低楼层
的时候，要注意房屋的周边环境

和楼间距大小，楼间距越大，采
光也越好；关注户型本身的开
间、进深、户型朝向、采光窗的
数量等；还要注意光线是否会被
隔壁的住户遮挡。

5.留意噪音问题 如果楼栋
处于小区内比较安静的位置，则
低楼层的噪音主要有行人的脚步
和说话声、单元门的开关门声、
车辆行驶时产生的声音。小区如
果是人车分离，车子不驶入小区
内部，而是直接在小区入口处驶
入地下车库，则避免了车辆的噪
音污染。买低楼层要留意是几梯
几户，如果同一层，住的户数多
了，自然活动的人群也多，产生
噪音的概率也大。单元门的开关
门声音大小与业主素质、门的减
噪设置等有关。

6.关注私密性 买房时，关
注下楼间距大小，防止偷窥。同
时，看下小区内部的道路与楼栋
的距离远近，防止隐私被道路上
的行人偷窥。

7.关注物业服务好坏 低楼
层的财产安全问题，是买房时，
很多人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如
果物业服务好，有保安定期巡
逻，那么安全系数就可以大大增
加。另外，物业服务好，会在单
元门上张贴相关的标识，提醒业
主轻开门、轻关门、勿喧哗等。
此外，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积极
向物业反映，物业管理好的话，
会积极处理问题。据《遵义晚报》

选购低楼层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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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购 房房 提提 示示

尊敬的购房人：
为了更好地维护您的合

法权益，避免商品房买卖纠
纷，市住建局提示您在购房
前，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一、请您认真阅读和了
解开发企业在销售现场设置
的公示栏、公示牌和公示台
中载明的项目信息。

二、请确认您有购买意
向的商品房所在楼幢是否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请
认真查阅开发企业在销售现
场公示的“商品房销控表”，
您购买的商品房是否处于可
售、抵押可售、现房销售状
态。购买前要充分了解所购
房屋的性质、土地使用起止
年限、是否存在抵押或查封
等限制情况。

三、认真查验销售要件
是否齐全。房地产开发项目
在销售前须取得《国有土地
使用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证》。购买预售
房源时，应注意《商品房预
（销）售许可证》中标明的预
售房源信息，不要购买不在
预售范围内或已被限制销售
的房源。

四、请认真查阅开发企
业发布的房地产广告（含简
介页、宣传单页等），广告的
内容和销售人员对您购房的
承诺，可要求在《商品房买卖
合同》附件中明确约定。

五、请认真查阅销售现
场公示的所有信息，尤其是
商品房项目“不利因素”信
息；认真阅读开发企业提供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
本》（含附件）格式条款；所签
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定
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原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
2014 版网签合同，避免一房
多售。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前，不得以内部登记、VIP卡

等形式，向您收取排号费、诚
意金、认筹金、保证金、融资、
借款等任何预订性质的费
用；一定不要参与开发企业
的违规销售行为，以免造成
损失。

七、您交房款时一定要
核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银
行名称，并存入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账号，按揭贷款购
房的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
借贷银行将按揭贷款存入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号。

为维护广大购房户的权
益，我局慎重提醒广大市民，
在购房时要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一定要认真查验项目的
五证，特别是预售许可批准
的销售范围，对超预售许可
范围销售的房屋要坚决抵
制，避免上当受骗。也请市
民及时关注市住建局官方网
站，查询、购买手续合法的楼
盘项目。

监督举报电话：
0395-310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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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市政府办公室近日印发 《漯
河市进一步支持建筑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措施》），以推动建筑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
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措施》 涵盖“培企扶
优”、构建建筑业产业集聚
地、支持企业立足本地市场
做大做强、减轻企业负担、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进建
筑产业现代化、鼓励科技创

新等内容。
为 切 实 保 障 上 述 《措

施》 有效实施，我市成立了
由市长任组长的市促进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包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统
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
然资源和规划、税务、交通运
输等部门。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设在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局长任办公室主任。按照有
关要求，各县区政府 （管委

会） 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扶持政
策，做好辖区内建筑业企业
的支持和服务工作。

据了解，我市还将进一
步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
革，大力推行“互联网+建筑
业”信息化管理，全面提升
服务监管水平，积极推进建
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
解阻碍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瓶颈，建立统一开放的建筑
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环境。

我市出台措施

助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王 培） 10

月 15 日，市住建局组织召开 10
月份企业服务日座谈会，同 12
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交流探
讨，共促发展。

会上，参会企业围绕物业公
司规范服务、规范业主委员选聘
物业企业、问题楼盘化解、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搭建银企
对接平台、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工程创优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问
题建议 25 条，市住建局各相关
业务科室负责人分别进行沟通、
解答，现场共解决22条，剩余3
项问题也已给出解决路径和方
案，后续会持续跟进落实。

会议强调，开展企业服务日
意义重大，刻不容缓。开展企业
服务，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是应
对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经济下的一项具体措施，也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抓手。要重视服务工

作，把服务企业作为一项基本职
能。只有服务好企业才能更好地
服务市民和基层群众，才能有底
气和实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和谋福祉。要切实转变作
风，千方百计为企业着想。行政
主管部门一定要树立为民意识、
惠企意识，主动了解企业所思所
盼所想，深入一线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在解决较为疑难的问
题时，要不拘泥陈规，积极探索
创新解决问题的方式，大胆借鉴
外地市的经验做法。同时，要提
高办事效率，不推诿，不扯皮，
坚持“今日事今日毕”。

企业也要履行主体责任，守
法经营。无论是房地产企业、物
业企业，还是建筑施工企业，在
守法经营、推动发展、规范服务
的同时，希望能够尽一份力履行
社会责任，与主管部门建立互信
互助的良性关系，多提宝贵的意
见建议。

市住建局

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