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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专刊

排水管道堵塞 业主家中被淹

明明日日星星城城四四个个月月没没给给个个说说法法

物业做防水
堵了家中排水口

展先生2009年入住明日星
城小区，家住6层顶楼，“当时物
业说集体做防水，5楼做防水就
要在我家阳台铺防水材料。”可
以看到，现在展先生阳台上还铺
着锡箔纸似的防水材料。“就是
右边的那个排水口，当时直接被
糊上了，我们一直不知道，直到
家里被淹。”展先生指着现在已
经通开的排水口说。

今年夏天，滨州雨水特别
多。8月11日，展先生下班回家一

进门，被家中的景象吓到了。“屋
里墙阴湿了三四十公分，水都渗
到屋里了，床、衣橱、柜子都被泡
了。”再到阳台一看，展先生更是
吃了一惊，“阳台上的水能漫过
脚腕，盆子、鞋都漂在上面。”展
先生赶紧检查阳台上的排水口
是不是堵上了，“我刚住进来的
时候，房顶就渗水，上去一看是
房顶排水口堵了，所以我当时觉
得这次可能是阳台的排水口被
堵了。”检查后展先生惊奇地发
现，阳台的排水口竟然没了，这
才知道原来是物业做防水时把
排水口给糊住了。这可把展先生

急坏了，全家人赶忙把家具往干
燥点的地方搬，又叫来5楼的业
主一起通开排水口，这才把家里
的水都排出去。水虽然没了，但
淹过后的家里，墙体发霉，衣橱
发霉，连被子都发霉了。

4个月不给说法
业主被逼不交物业费

家中被淹后，展先生找到物
业，把当时的照片和视频拿给物
业看，“物业就推脱应付，没给个
明确的说法。”现在4个月过去
了，期间展先生多次找物业要说
法，都未果。现在展先生家中的
墙体、衣橱等依然能清楚地看出
水泡过后发霉的痕迹。“物业一
直不给解决，我也没办法，只能
不交物业费，还因此被停电停水
过，我也只能被逼去把总开关打
开。”展先生无奈地说。

近 日 ，记
者联系到明日
星城的开元物
业 ，询 问 展 先
生家的情况作
何 处 理 ，对 方
给 出 的 回 应
是：“事情的原
因需要先调查
清楚再说。”而
记者提及可以

出具事发时的照片和录像时，对
方回复是让展先生找他们继续

解决。对此，展先生则表示将继
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物业再不给解决这事，物业费我就不交了，我也是被逼
无奈了。”家住明日星城小区13号楼的展先生说。让展先生无
奈的这件事还要从今年8月开始说起。

本报记者 阚乐乐

记者走访了明日星城几家
业主，几乎都反映家中曾有墙体
渗水现象，尤其今年夏天雨水多
时。32号楼的张先生说：“今年夏
天的时候，我们家朝西的卧室墙
面水都阴满了，不夸张地说，手

一摸都是湿的。”而对于墙体渗
水原因还不明确，“我们感觉三
期的房子质量明显比前两期差，
虽然后来物业给修理了，但都是
事后了，估计再遇到雨水天气，
还会有问题。”

墙体渗水严重

相关新闻

排水口被堵，阳台积满了水。（照片由业主提供）

当时被堵的排水口及从中挖出的填堵物。 展先生家中进水后的情景。

被被堵堵塞塞的的排排
水水口口。。

中中海海壹壹号号营营销销中中心心启启用用
暨中海壹号冬日盛放大典完美落幕

8日，“花漫中海·缤纷绽放”中海壹号
冬日盛放大典在华筑·中海壹号营销中心
盛大举行。主办方精心打造的“花漫中海”
主题现场，让现场成为了花的海洋。

上午10时，现场活动正式开始，玫瑰绽
放之舞开场演出，舞蹈演员身穿玫瑰花朵
衣裙，华美的衣裙，优美的舞姿，犹如玫瑰
绽放版摇曳生姿。随后华筑·中海壹号领导
发表致辞，并与嘉宾一同开启仪式背景板，
背景板缓缓向两边打开，中海壹号营销中
心呈现在眼前，现场焰火喷射，漫天金花，
整个活动现场沉浸在漫天花海之中。

营销中心启动仪式完成后，华
筑·中海壹号为客户准备了精彩的小
提琴演奏、欧式花样冷餐、插花艺术
以及现场DIY等精彩互动。在插花表
演活动点，插花表演老师现场表演插
花，嘉宾亲手体验插花艺术。现场不
少购房者来到营销中心一侧的沙盘，
听取工作人员介绍项目情况，详细询问楼
盘情况。

据了解，在营销中心开放前一天，中海
壹号发起活塑演员送花使者全城互动送花
活动，送花使者在市区人流量大的场所为

路过市民赠送玫瑰花，并将营销中心开放
的消息制成丝带缠绕在鲜花上做装饰，同
时赠送中海壹号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
11111朵玫瑰，全城绽放，不仅赚足了眼球，
更为此次活动提前预热，引发全城轰动。

海通·秦皇郡

临时售楼中心启用

2日，海通·秦皇郡销售中心正式
启用，并开始接受客户咨询预订。

据了解，海通·秦皇郡位于黄河
二路以南，秦皇河以东，由滨州市海
通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目前启用的销
售中心为临时使用地点，正式的销售
中心将于明年建好使用，但现在即可
接受咨询及预订等相关业务。

微楼市

@新浪房产：【整合不动产登记职
责 建立统一登记制度】 国务院近
日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将分散在多个
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由一个部
门承担，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减少办证
环节。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
平台，实现信息在有关部门间互通共
享，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
询系统。

@新浪财经：【房产税在国务院讨
论十几次无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文
件起草小组成员张卓元日前表示，任
何一项改革都会碰到既得利益群体阻
挠。为了征资源税，在国务院层面讨论
了十几次；而关于房产税已经讨论了
十几次还没一个方案。

@证券时报网：【新一轮房地产
调控政策或最早年底启动】 亚太城
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透露，
全国政协召集专家、学者、房企讨论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给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建议，这说明新
一轮中央房地产调控新政即将酝酿
出台。

全球第304座世贸中心落户滨州

提提升升城城市市形形象象，，走走在在世世界界前前列列
11月13日，纽约世贸中

心4号楼举行落成仪式，再
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世贸中
心曾为世界上最高的双塔，
纽约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曾
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
一。随着它的重建与投入使
用，代表世界贸易经济核心
的世贸中心又重新进入人
们视野，担负起全球最佳写
字楼形象与荣誉。重建的纽
约世贸中心包括
6座摩天大楼，分
别为在建的世贸
中心1号楼即“自
由塔”，世贸中心
2、3、5号楼和已
经落成的4、7号
楼，这座曾经的
美国地标，终于
再次恢复了它昔
日的活力。

世 界 贸 易
中 心 是 全 球 每
个 大 城 市 打 造
国际化C B D 的
重要一环，也是
为 当 地 寻 求 外
贸 出 口 企 业 的
康庄大道，其依
托 强 大 的 国 际

网络、一流的服务和品牌，
将为所在城市整体经济发
展添加一块厚重的砝码。
世界贸易中心在当地具有
唯一性，可与世界300多个
会员城市之间建立起直接
联系的桥梁。可以说世贸
中心不是一个建筑，而是
一个体系，是提升城市品
位、带动城市发展的载体。

世贸中心是一个世界
都认可的品牌，在世界贸易

中心吸纳的会员城市中，几
乎都是伦敦、东京、迪拜等
国际大都市，在中国，也只
有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
才能获此殊荣。伴随着滨州
的急速发展，滨州有了属于
自己的世贸中心，即中国第
18座、全球第304座世贸中
心——— 美信·滨州世贸中
心。它将承载着400万滨州
人的世界梦，为滨州架起一
座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建立于
1970年，总部设在纽约，是非盈利性
的非政府间的国际经贸组织，是全
球各城市世界贸易中心的合作组
织，主要致力于建立有效合理运行
的世界贸易中心，以促进全球贸易
的扩展与繁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推进，
世贸中心协会所倡导的“公正、平
等、合作”的发展理念，正显示出越
来越强的生命力。作为一个与世界
接轨的高端商务服务平台，世贸中
心有让企业家们足不出户就能掌握
全球商业信息的实力。所有入驻企
业都可以通过世贸中心这个平台，
与全球300多座城市超过80万家企
业会员实现“直通车”式的沟通接
触，享受纽约、北京等大城市的高端
服务，抢抓最前沿的贸易机会。同
时，世贸中心协会随时为会员提供
全球各地贸易最新信息服务，包括
各地产品、市场条件、政府规定和商
业文化背景资料，从而让企业掌控
市场先机。

300余座世贸中心

会员遍布全球

相关链接

美信·滨州世贸中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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