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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一小区居民为绿化带维权
律师建议：买房者最好把开发商的承诺写入合同
本报记者 梁敏

在房产新政调控下，市场销

售形势较为严峻，尤其面对今年

上半年已有 5 家卖场关停，企业

向外扩张是否更应该小心谨慎？

对此，居然之家总裁汪林朋的看

法是：“家居行业是个完全市场

经济的行业，只要厂商都有钱

赚，品牌卖场就有拓展的空间，

这是居然之家发展的机会。”

正是坚持这种观点，以居然

之家为首的家居业不仅没有呈

现想象中的颓势，反而有逆市节

节走高之势。其中一个强劲表现

就是，在北京丽泽店开业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里，居然之家南下杭

州于 7 月 25 日开出全国第 29

家店，昭示着京城品牌家居卖场

在外埠扩张的脚步仍在加快。

门店数量从 28 变成 29，居
然之家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在 7

月 3 日北京丽泽店开业 22 天

后，7 月 25 日，居然之家杭州店

正式开业，这是居然之家在华东

地区的首家直营店。

业内人士认为，现在的家居
卖场扩张速度是很快，但大体还

是良性发展态势。弱势卖场继续

走弱，强势卖场仍然强势扩张。

强势卖场的扩张只不过是兼并、

收编了缺乏市场竞争力、经营不
善的中小卖场罢了。无论房地产
市场的变化有多剧烈，家居市场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刚性需求仍

是主体。针对这种局势，居然之

家扩张的策略是“不图快，只图
稳，开一家就成功一家”。

(胡振霖)

居然之家的

稳步扩张之路

本报泰安 10 月 13 日讯(记

者 梁敏 ) 13 日，记者从东

岳大街的奥来新天第项目接待
中心获悉，奥来新天第项目进

展迅速，其高端、低碳、智能的

商务空间吸引了众多公司和企

业的目光。

“我们项目最大的特点是
融合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同时
又符合泰城商务需求，项目设

计了从 42 平方米至 164 平方
米的多样户型，投资者可以自

由分割组合，是舒适型办公的

最佳方案。”13 日，奥来新天第

项目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道。整个奥来新天第项目位于

东岳大街中段的建设大厦对

面，正是泰城的黄金地段，项目

既具备老城区的繁华又不失新

城区的发展潜力。

据了解，奥来新天第拥有四

大系统：在安全方面，开发商严
格按照国家规范，设计配置了高

标准的建筑抗震、建筑防雷、建

筑防火、建筑避难等强制性建筑

安全系统。在辅助功能上，整个

大楼超标准配置了地源热泵中

央空调系统、太阳能中央热水系

统、地板辐射采暖系统以及楼面

减震、门窗隔声、分户隔音、分户

新风、分户直饮水等多项先进舒

适的建筑节能系统与建筑辅助

服务功能系统。在管理系统方
面，奥来新天第配置了质量可靠

的自动喷淋灭火、烟感与漏气自

动报警、红外防盗、闭路监控以

及门禁卡管理、停车管理、水电

气远程抄表等高度自动化、智能

化的建筑管理系统。此外，该项

目还独具匠心地倾力打造了一
个由休闲养心、文体娱乐、儿童
天地、音乐喷泉等构成的模块

化、人性化的环境景观系统以及

游泳、餐饮、超市、咖啡、酒吧等

生活配套服务系统。上述四大功

能系统的实施，使得奥来新天第

项目的单位建筑面积开发成本

高达八千元。

引入地源热泵、太阳能光电、雨水收集等技术

奥来新天第打造首席商务空间

本报泰安 10 月 13 日讯(记

者 梁敏) “在泰城，40 万元

能买个什么样的房子？”记者经

常接到读者类似的咨询电话。现

在长城路上的房价悄然接近
5000 元/平方米，40 万元越来越

难买到 100 平方米的大房子了。

而 13 日，记者得到消息，泰山御

府苑拥有充足的现房房源，而且
均价不足 4000 元/平方米。

“我们现在已经建设了 35

栋，目前主要是五层住宅和联

排别墅，户型集中在 90 — 127

平方米之间的两居室或三居
室，随着小区配套设施的完善，

有一部分业主甚至已经入住

了。”13 日，泰山御府苑项目的

宋经理向记者介绍道。泰山御

府苑项目位于泰安市泰山青春
创业开发区东南部，卧虎山南

侧，不远处是京沪高铁泰山站，

有着无限升值潜力。该项目由

泰安市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建设，占地面积 12 万平

米，建筑面积 17 万平米，总户

数 1425 户，是由 53 幢多层住

宅、高层住宅和别墅组成的大
型居住区。小区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畅达，配套设施完善。公交
6 路、14 路；泰山医学院附属医
院、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天平卫
生院等医疗机构；各大银行营

业网点、超市、酒店林立周边；

区政府广场、光彩大市场、天庭
乐园等近在咫尺。天平中心小

学、泰安十二中、长城中学、英

雄山中学，一中分校、科大西
校、泰安卫校、山东商务技术学
院等教育机构环绕。

据宋经理介绍，泰山御府

苑景观设计体现以人为本的思

想，整体设计是一个大花园。内

有环形景观大道，南北通透的

花廊式景观带，北侧大型绿化

带，沿河花园，高层中心花园，

休闲健身区，西入口景观区，南

路口景观区，楼间各种不同形

式的花园、私家花园等，均采用

中外结合的处理手法，建成独

具特色，风光无限的高档景观

居住区。据了解，目前该楼盘的

均价不足 4000 元/平方米。

现房发售、环境优美、价格不贵

泰山御府苑打造宜居小区

市民购买期房，多少都会遇到交

房时发现与广告宣传不符的情况，不

是小区绿地被侵占，就是绿化率不达

标等。“十一”黄金周期间，就有市民

多次向记者反映，泰城东湖附近的绿

苑氵昊 庭小区内部南侧有两块空地被

搁置了大量建筑土堆，侵犯居民的权

利，影响小区环境的问题。

开发商占地建商铺

遭遇小区居民抵制

11 日，记者实地走访了绿苑

氵昊庭小区，在小区的南侧，记

者见到了小区东南、西南角

各有一个被围墙隔断的

空地，上面堆放了大

量沙土。据小区
居民介绍，小区南

侧紧邻一条贯穿东西

的小路，开发商意图侵占

这两块空地建设沿街门头房。

“小区楼盘一开始对外出售的时候，

一直宣传这里是绿化带，从他们的

展示图上也没有任何规划标注。”一
位居民拿出小区平面示意图的照

片，向记者展示。随着小区各栋楼房
陆续竣工，开发商开始打起了这两

块绿化带的主意。面对骤然缩水的

绿地面积，附近的居民认为开

发商侵害了他们的权利，对施
工做出了抵制。于是，这两块

地就被闲置下来，施工时堆

放的沙土也一直没有清理。

空地要建门头房

规划局称不知情

在采访中，记者找到了小区居

委会，而居委会给出的答复是小区

建设时间较早，并未作出一个整体

规划，而是分为好几期工程，分批规

划建设的，这两块空地属于最后一
期工程。他们认为居民抵制建设属
于影响小区的正常开发。“西南角的

空地近期正在陆续清理沙土准备施
工，我们是一边公示一边清理场

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到。

而记者咨询了泰安市规划局相关工

作人员得知，该小区规划的最后一
期工程早已建成并且通过验收了，

关于这两块遗留空地的建设问题，

开发商没有提交材料审批，规划局

的工作人员也不知此地要建设小吃

一条街。而在建设该小区的房地产
开发公司里，记者并未找到了解此

事的工作人员。目前，这两块土堆仍

然被堆放在小区空地上，小区居民

称，如果实在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将诉诸法律。

把开发商承诺写入合同

可以留作维权证据

记者咨询了律师得

知，开发商自己

制作的

项目展示图、沙盘是不足以当做证

据的，居民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

一开始购买小区的住宅就是因为看

中了小区的绿化面积，特别是要证

明小区被占的绿化带是吸引自己购

房的重要因素。如果规划局的公示

图显示小区最开始建设过程中并未

规划所占空地为门头房，那么小区

绿地属于公摊面积，开发商在公摊

面积上堆放建筑垃圾属于侵权行

为，应当尽快腾退。

律师告诉记者，市民在买房子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问题，

甚至有开发商隐匿政府规划，先在

空地上建绿地，以后再占用盖楼的

情况，因此市民在绿化带维权方面

有很大阻力。所以，市民在签购房合

同时，最好在合同上多加上几条，比

如把楼书、宣传展板等作为附件加

入到合同中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

地保障自己的权

利不 受 侵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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