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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买房之前，不知物业为
何物，买房之后，三天两头打
电话给物业，这就是现在很多
人买房前后的状态对比。当您
欢天喜地搬进理想新居，准备
开始享受美好新生活的时候，
如果遭遇了糟糕的物业管理
服务，纵使再好的地段、户型、
配套，恐怕还是会住得烦心。
近两年，随着德州房产市场日
益发展，建成小区物业服务也
越来越成熟，购房者选择楼盘
时对入住后物业管理的好坏，
也越来越重视。

好物业

体现楼盘品质

“买房之前对物业没什么
想法，就想挑一个好的户型和
楼层，没有考虑物业服务的问
题。但真正入住以后，就开始
体会到物业对居住舒适性的
重要作用，我现在住的老小区
没有物业，小区日常的环境维
护几乎靠我们自己，所以我给
儿子选婚房一定要选一个物
业好的小区，这样以后能省去
很多麻烦事。住房讲究一个舒
心，物业要是不好，就别指望
能舒心。”在绿城·百合花园看
房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随着居住水平的不断提
高，物业服务已成为住房消费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民日
常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之一。物
业管理的好坏不仅影响着实
际居住的质量，同时，还关系
到房产的保值增值。现实中，
因物业问题产生的纠纷案例

时有发生，越来越多购房者对
小区物业公司资质及其服务
水平关注意识逐渐增强。一个
楼盘品质的好与不好，不再单
单是房子质量，物业公司服务
质量的指标越来越重要。

好物业

成选房重要指标

“买了房子之后，最重要
的是能不能住的舒心。所以这
个问题在买房之前就得考虑
清楚。我当时选房子的时候，
在交通、就医、孩子入学等这
些条件考虑过之后，在相同地
段的几个不同楼盘之间。我还

是选择物管性价比最高的一
家。”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居住
的王先生谈起自己买房经历
时说。

物业管理看重实际，也代
表了不少市民的普遍想法，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物业管理
行业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工
作息息相关的行业。“买房找
好物管”逐渐被更多的购房者
所认可，成为人们安家置业的
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德州物管

水平进步飞速

“5年前，德州的物业管理

还是比较粗放的，后来外地一
些比较先进的物业公司进驻
以后，本地物业管理水平也在
不断地学习与提升。”业内人
士李先生说，特别是近两年，
外地大型房企的入驻，更是带
来了先进的物业管理理念。比
如绿城·百合花园园区服务体
系中的海豚计划，使准业主们
认识到，原来物业服务还可以
这么周全。本土企业嘉泰集团
开发的住宅小区也一直以优
秀的物业闻名，作为封闭小
区，住户进出都会刷卡，24小
时监控巡逻，让业主住进里面
充满安全感。

(楼市记者 贺莹莹)

地段、户型、价格、配套之后

““好好管管家家””成成为为购购房房又又一一重重要要指指标标

1月4日，德州唐人中心
蛋挞DIY温馨“上演”，浓香
嫩滑的蛋奶遇上酥脆的挞
皮，幸福一层层传递，邀您
同享 2 0 1 4年的首个幸福周
末。

说到蛋挞，大多数人都会
想到港剧里的茶餐厅、下午
茶。据悉，1950年至1980年蛋
挞正式打入香港茶餐厅，成
为彼时最受欢迎的食品之
一。香港蛋挞因其味道香甜
醇 厚 、松 软 可 口 而 出 名 。4
日，德州唐人中心把正宗香
港蛋挞引入德州，开启“舌
尖上的德州”新体验。

“我是在微信上看到唐
人中心每周都有这种DIY活
动，觉得很吸引人，所以今

天特地过来参与一下。经过
专业人员的指导，我发现其
实做蛋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难，而且自己做出来的味道
更香更甜了。”一位王女士对
记者说。

德州唐人中心位于德州
市商业核心区域，三八路与
东方红路中间地带，总建设
规模约58万平方米，总投资
2 5亿元。项目涵盖百货、超
市、餐饮、娱乐、SOHO公寓、
商业步行街、高层住宅等，是
标准的复合型城市综合体项
目，项目融入国际最先进的绿
色商业规划运营理念——— 即
自然生态、低碳、再生、可循环
为核心理念，以使项目总体规
划更为低碳化、先进化，具有

国际领先性。
近期，德州唐人中心70平

方米小商铺预约进行中，层高
6米，买一层得两层，更有唐人

SOHO火爆来袭，40-1000m2

中央办公平台带给您绝妙的
办公体验。

(楼市记者 贺莹莹)

唐唐人人中中心心 邀邀您您蛋蛋挞挞DDIIYY
小面积商铺火爆预约中

随着元旦、春节来临，齐河农商行坚
持“以人为本，和谐支农”，对辖内34处营
业网点报警设施、消防设备、值班落实
等情况全面排查，加强营业人员消防
演练，保证节日期间安全营业。以营业
室、厨房、库房等场所为重点，对消防
安全责任制落实、应急预案演练、内部
防火检查制度落实和营业网点消防设
施、安全出口、安全疏散设施的使用等
进行落实和引导。特别是电源线路的
铺设和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一
旦发生险情能拉得出、用得上，把安全
消防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做真、做实，确
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张河山 袁洪华)

齐河农商行加强消防

演练，平安和谐支农

年初，齐河农商行全面开展了“春天
行动”竞赛活动，再谱支农进行曲。该行
利用“双节”时机，全面实施“两大工程建
设”，坚持不懈地推进“三信”评定工作和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重点扶持优质蔬
菜、畜牧地生产，以支持农民增收为中
心，围绕辖内种植(养殖)业结构调整，突
出品质蔬菜基地、畜牧业示范区、食用菌
产业和休闲观光渔业等，大力支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中小微企业和农业龙头企
业。与商户联合开展“持农信卡，刷农
信POS”的有奖活动，着重提升改善农
民工、个体工商户用卡环境，引导农民迅
速致富。 (王宁 魏宝瑞)

齐河农商行再谱

“春天行动”支农曲

2014年新规影响生活：

个人房产实名登记

根据2013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明确2014年6月
底前出台并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

2014年将立三部财政法律

房产税拟明年制定

在日前召开的“第三届首都金融财
税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法规司行政复
议处韦大乐处长介绍，全面落实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体制改革方针，涉
及一系列财税立法和修法任务。今年将
新立3部法律，包括《房产税法》和《环境
保护税法》。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崔志恩 王
金祥) 2013年12月4日，东风
东路鸿运小区业主滕先生
向本报反映，自家房屋房产
证的面积登记为80 . 36平方
米，现因房屋出售，在办理
过户前期手续测绘科出图
纸 时 ，查 询 到 图 纸 记 载 为
8 6 . 4 5平方米，因记载不一
致无法办理过户，来电人非
常着急，希望相关部门协调
尽快办理过户手续。

房管中心收到承办单后，
立即与滕先生取得联系，并请
其携带房产证到中心二楼大
厅进行了核实。据了解，原始
扫描档案记载是以商品房的
形式办理，属监理处办理的登
记，测绘队进行房产测量并出
图纸，交易过户又属市场中心
受理范围，房产原始档案记载
查询又属档案馆受理。

因涉及四个单位的业务，
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
内部协调，并与监理处工作人

员、房产证持有者到档案馆进
行了核实原始扫描档案记载。
滕先生居住的小区房产系某
单位宿舍，集资建房，房产证
是以商品房形式办理，图纸
面积为测绘队实际测量面
积，而房产证登记面积按购
房面积记载，工作人员核对
了该单元同一侧的业主面积
记载情况，与测绘队工作人员
进行了沟通，经核实，房产证
登记面积属正常记载，并不是
登记错误。

为使该房产正常过户，中
心工作人员又与市场中心进
行了对接，经协商可以按原房
产证登记面积办理过户，图纸
按原房产图纸为准，并告知买
卖双方如该小区房产统一办
理更正面积时可同时办理，并
记载于档案，买卖双方需写出
对原始记载认可的书面保证，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2013年12月5日，工作人
员对滕先生进行了回访，得知
已正常办理过户手续。

房产证记载与图纸面积不一致无法过户

楼市微博

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
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发布的《汉语盘点
2013》中，“房”当选为年度国内字。专家
评议组认为，这个字的当选，说明房子仍
是中国人最实在的人生愿景。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代表
专家评议组说，温饱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民
生大事，房子乃是温饱之要件。杜甫在《茅
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吟道：“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至今仍是中国人最实在的人生愿景。

李宇明代表专家评议组说，有网友
们发出无奈的调侃：“楼价如此虚高，
引无数百姓竞折腰。”“房”当选为年度
字，便是这种无奈的反映，同时也是一
种希望，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推进保障房
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出台调控房价的切
实方案。 (贺莹莹 整理)

房子仍是国人的

最大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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