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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3日讯 淄博金
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

年11月，登记注册于市工商局,具
有独立企业法人和收费许可的三
级物业管理资质的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成立至今三次被评为《物
业管理先进企业》。

步入张店南定锦绣花城小
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物业管
理井然有序。沿着小区道路环绕
了一圈，路面洁净，绿树成荫，不
时看到工作人员在其间忙碌的
身影。最后又到了二楼物业收费
大厅，明窗净几，工作台前，业主
们正在规范有序的缴费……

据了解，锦绣花城小区先后
被评为“山东省优秀住宅小区”、

“淄博市物业管理优秀项目”、“张
店区绿化管理先进小区”和“花园
式小区”。2006年，金兰物业开始服
务南定锦绣花城，该公司考虑到
小区业主的承受能力、所处地域
环境，严格对照《星级服务标准》，
长期坚持以低价位收取物业费，
高标准为业主服务。金兰物业进
驻小区后物业服务费收缴率97%

以上，由此可见全体业主对该物
业公司的管理服务满意度和支持
率。近年来，物价上涨厉害，锦绣
花城小区总建面积12万平米，为
小区服务的工作人员32名，投入
如此众多的人力、物力，显然低价
位的物业费已经不能支撑，这也

是当前摆在金兰物业公司面前的
一道难题。

据了解，开发商山东鑫坤置
业有限公司也是诚信企业，自
2005年起，该企业先后被评为
“淄博诚信房地产开发企业”、
“山东省诚信企业”、“山东省消
费者满意单位”。锦绣花城小区
从2010年底交付使用至今，开发
商先后无偿地投资40余万元在
防空洞外建设了3000平方米的

休闲公园，供居民休憩、享用；投
资20万元免费为904户和77个单
元更换安装了预付费插卡式电
表，为业主们节省了开支；无偿
地投资10余万元，更改供水管线
方式，彻底解决了小区长期以来
存在的停电即停水的问题；计划
后续投资140万元，与山铝物业
供暖管道对接，改变现行供热方
式，扭转供暖连年亏损且效果不
佳的局面；计划后续投资建设解

决污水混流和排水的问题。
本着“物业管理是提高居住

质量的重要手段，物业管理是物
业保值增值的重要条件”，淄博
金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时刻不
忘自己的使命。在新的一轮冬季
取暖到来之际，锦绣花城小区面
临供暖设备需要更换…,如何从
业主们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为业
主们提前考虑，才能当好业主们
的管家。

时时刻刻为为锦锦绣绣花花城城小小区区业业主主着着想想的的管管家家
——— 淄博金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6日，本报邀请您到青岛一
览高品质楼盘，挑选无敌海景
房!本报为淄博市民倾情打造看
房活动，到青岛体验浪漫悠闲生
活情境。

青岛是拥有红瓦绿树和
蓝天白云的海滨城市 ,居住条
件得天独厚。本报曾不止一次
组织淄博市民到青岛看房 ,报
名人数远远超过预留名额 ,受
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为了让更
多想了解青岛住宅市场 ,并有
意向在青岛购房的人达成心愿,

本报经过精心准备,再次为大家
打造看房活动。

此次重点参观的路线 ,是
青岛即墨温泉镇和青岛市政

府重点打造的市北区欢乐滨
海城片区。其中 ,海泉湾·港中
旅公馆住宅项目位于青岛市
鳌山湾滨海大道西北侧，距青
岛市中心40公里，距即墨市中
心15公里，距青岛流亭国际机
场 3 0公里，交通便利，四通八
达，是旅游地产专家——— 央企
港中旅集团投资建设的港中
旅(青岛 )海泉湾度假区内的高
端住宅区。住宅项目共分为 4

个 地 块 ，其 中 首 期 地 产 项
目——— 港中旅公馆一期，在发
售当日销售一空，造就了温泉
板块的销售神话。位于大任河
北岸的二期和三期区域，是地
产板块中临水最多的位置，二

期已于 2 0 1 2年 1 2月份正式推
出，产品为127-146m2小高层住
宅及观景高层、260-290m2联排
别墅、350-370m2双拼别墅、487
-500m2河景独栋；三期产品由
10栋18层的观海高层组成，其
中分为二梯3户和二梯四户两
种结构类型，面积范围在 8 5 -
127平方米，分为纯南二房，通
透两房以及景观三房集中产
品，三期计划在今年四季度开
盘，现已开始预约排号。

绿地欢乐滨海城，位于环湾
大道与跨海大桥交会处，项目是
由近30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和
5 . 4万平方米德式风情商业群以
及10万平方米大型海洋主题体

验园组成的高端居住区。项目建
成后可满足居住、旅游、购物、娱
乐、休闲、办公等多种功能，将堪
称市北全新全能生活城。目前 ,

绿地欢乐滨海城新里海德公馆
景观示范区已盛大开放,首批全
明通透户型为84-130平方米 ,价
格7999元/平方米起。

对青岛楼市感兴趣的市
民可以报名乘坐免费看房车 ,

自青岛西海岸至市北区欢乐
滨海城，车行途经青岛市新建
成的跨海大桥，让淄博市民感
受交通的便捷。免费看房车，
席位有限，您还等什么，赶紧
报名吧！

报名热线：0533--6120599

免免费费大大巴巴周周六六载载你你去去青青岛岛看看房房
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533--6120599

住宅核心起居室

购房选择有讲究

虽然传统意义上，卧室在人
们心中显得更重要些，但实际上，
现代住宅的结构样式多以起居室
为核心，起居室包括门厅、餐厅和
客厅，因此，起居室的选择在购房
时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

门厅尽量曲径通幽

进门时，经过空间由低到高，
面积由小到大，光线由弱到强的
变化，使人的心理上有个过渡，而
非直接“登堂入室”。之所以称其
为“脸面”，是因为门厅的设计装
饰往往浓缩了整个户型装修的精
髓。目前很多户型为节约空间，将
起居室设计为“开门见餐”或“开
门见客”，缺少了“曲径通幽”、“循
序渐进”的感觉。因此，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或装修
出门厅来。

门厅的面积一般为3—5平方
米，并配有衣柜和鞋柜。有些户型
是将居室入户大门后的过道定为
门厅，要注意过道的宽度是否能
放置衣柜或鞋柜，如果不能，就只
是简单的“过渡空间”，而非门厅。

“明餐厅”受欢迎

目前餐厅要么和门厅共用，
要么和客厅共用，要不就是独立
餐厅。前两者能更有效利用居室
面积，但往往处于户型的灰色空
间中，采光并不十分良好，同时住
户在就餐时，还容易受到来自其
他功能空间的干扰。独立餐厅，尤
其是带窗户的“明餐厅”，避免了
上述缺点，但要占据户型内的一
个采光面，牺牲一个卧室的空间。

说是“脖颈”，是因为餐厅很
多时候处于各功能区的结合部，
起着连接沟通的作用。餐厅尽可
能和厨房、公共卫生间集中在一
起；餐厅一定要在户型的外侧，与
静区的卧室分开，避免产生干扰。
餐厅面积一般为6—12平方米，可
放置餐桌、餐椅和配餐台等。

客厅墙面少开门

客厅是户型的中枢，相当于
人体的躯干，也是户型中最大、最
重要的居室。客厅是全家的活动
中心，是生活重心所在。客厅的开
间很重要，现代家庭中的电视已
经是29寸以上，按照测算，人体与
彩电之间的距离，应相当彩电屏
幕宽度的7倍以上，所以通常为3 . 9

米、4 . 2米、4 . 5米、4 . 8米、5 . 1米、5 . 4

米等等。
如果是独立客厅，面积可以

小一些，如果是与餐厅、门厅合一
的，则尽可能大一些，但最好要方
正，明亮通透，有很好的视野。墙
面尽量少开门，通常在与窗户夹
角的两个侧墙面要保持3米以上
连贯的“双平行线”，一方面有利
于摆放电视机、沙发和家具，另一
方面也可避免穿堂现象。比较理
想的客厅整个空间独立，除了入
口和阳台的推拉门外，无任何房
门，几乎不受其他任何干扰。

客厅的面积一般在20—50平
方米之间，大小要兼顾其它居室
面积，以保持整体户型的和谐。

(重晨)

一票买卖无保证

一些小开发商经营的小型
楼盘，因为在资金面前犯了难，
于是在一线城市打一炮赚到一
些钱，随后立即转战场。对购房
者而言，这些开发商的楼盘不能
买，否则物业得不到保证，出现
问题更是找不着人。

质量问题必须考究

新房到手后窗台渗水、墙
体裂缝等一系列问题让业主
苦不堪言。即便有上述问题的
存在，如果现场监理和竣工验
收双双得到强化，房屋也不会
出现如此众多的质量问题。但
恰恰是这些环节并不“硬朗”，
一些开发商更是依赖灰色手

段在这两大关键环节蒙混过
关。购房者在前期要注意详细
了解楼盘信息，亲临现场查看
未为不可。

土地前身不好谨慎选择

买房前还是要看一看土地
的前身，毕竟有些土地前身并不
好，例如有些土地前身为化工
厂、坟场的楼盘，不宜居住。化工
厂污染极大，遗留下的土壤含
磷、硫和硫化钠污泥，空气、地下
水、蔬菜、水果等等也都已经被
化学废气污染，对居住者的身心
肯定是不利的。

口碑差有失诚信

高房价时代，大家都变得不
那么理智，在炒作的效果和盲目

的轻信中说不定一不留神就买
了个臭名昭著的楼盘，到时纠纷
烦人不说，住也住得揪心。

有楼盘，在交房当天，写有
“合同欺诈、手续不全、强行交
房、无视业主权益”的横幅直接
在现场摊开，纠纷问题不断，不
尊重业主，口碑想好都难。

高压辐射有害健康

据了解，变电站或高压电塔
的强辐射会引发一些疾病，在此
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的人，容
易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尤其是
对少年儿童危害更大。这个问题
值得各位家长注意。

住宅要规避污染源

近些年各大城市的河流

环境建设一直在进行，原因在
于还有很多小工厂直接排放
未经处理的污水入周边的河
流，污染严重。

如果一时半会污染不会得
到有效治理，买房时我们还是尽
量远离这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毕
竟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车流量大噪音难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
市交通建设也日新月异，最典
型的现象就是纵横交错的高
架路增多了，这些高架路在给
城市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
带来了诸如噪音、灰尘、尾气
污 染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尘 土 飞
扬、喧嚣不断，居住于此，日常
起居都不得安宁。

(中新)

精精细细购购房房时时代代 置置业业细细节节慎慎考考量量
七类楼盘需谨慎评估风险

如今，买房已经进入理性规划时代，住宅市场也朝着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所以时下买房，
要格外细心。以下为您列举了需要评估风险的7类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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