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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园地

本报记者 汤 溯 王 鑫

骄阳似火，沧海桑田。站在南阳

商务中心区油田科研基地，举目四

望，这还是那个记忆中的荒郊野地

吗？遥想当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还

是荒芜之地，只有一条公交车线路通

往姜营机场，在南阳人的心目中，这

里是远离市中心城区的郊区，是偏僻

的庄稼地，而现在，展现在眼前的是

四通八达的宽阔马路，干净整洁的现

代化校园，宏伟大气的“三馆一院”，

气势不凡的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初

展秀姿的滨河湿地，绿树成荫的状元

广场……

“看，这里、那里，这一大片都是

我们的新城区核心区。今年，借着召

开洲季月季大会的东风，新城区建设

全面提速，变化日新月异。”一同前来

的中建南阳城开公司的张俊超兴奋地

告诉记者。随他的引导，示范区及商

务中心区的未来画卷徐徐展开。

这里是全能配套的
智慧魔方

驱车于四通八达的路网上，视线所

及之处皆是精心种植的绿化，区域内

共规划 16条道路，其中 14条道路已建

成完工，长江路以西区域路网基本形

成；最美风景线——白桐一分干渠景

观带已经风韵初现，令人流连忘返；

示范区规划展示馆已于 2015 年 6 月正

式投入使用；城市文化地标“三馆一

院”（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和大剧

院） 目前主体封顶，正在进行装饰工

程；未来商务典范——河南油田科研

基地目前主体结构已完工，装饰工程

施工正在进行中，建成后可引入油田

职工约 2万人；民生工程姜营安置房共

计 38栋楼，总计 3334户，目前已交付

入住；南阳第四十小学现代化的设施

配置完善，早已是书声琅琅；世界月

季 大 观 园 更 是 花 海 争 艳 ， 人 潮 涌

动……几年间，在这个 6.53 平方公里

的热土上，建设者们用勤劳的双手，

打造出休闲、宜居、商务、金融、文

化、教育、路网等全能高配，用炙热的汗

水，浇筑着新城区美好的明天。

看好这里就是看好
南阳的未来

2011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

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 下发，南阳新城区建设被省委、

市委迅速提上日程。在“满城绿色半

城水”的蓝图规划下，以商务办公、

品质居住为主导，融文化休闲、商贸

会展于一体的城市级中央综合功能区

从无到有，日渐成熟。实地走访中，

记者切切实实感受到新城区的大手

笔、大规划、大蓝图：与姜营机场零

距离，高铁毗邻，绕城高速环绕，与

空港经济中心互相依赖，彼此带动，

光武大桥连接新老两城，快速出入，

对接白河西岸行政中心，南阳复合中

心核心区地位不彰自显，具有极强的

区域辐射能力！

7月 29日，南阳市党的建设和重大

项目建设观摩组在观摩这里时对其焕

发出的蓬勃生机与强大活力一路点

赞。难怪业内人士特别看好这里，称看

好这里就是看好南阳的未来！⑨9

本报记者 王 鑫

父母帮助二手“淘宝”

如今的青年男女，一旦到了谈婚论

嫁的程度，房子就成了头等大事。和同

年龄的小白领相比，27岁的小王算是比

较“成熟”的了。因为前不久，他已经和

女朋友订婚了。

小王老家在县里，大学毕业后又回

到南阳工作。“手里有了房子，生活才能

安定。”小王坦言，在解决婚房的问题

上，为了最大程度减轻父母和自己今后

的负担，他无奈选择了一套 55平方米的

二手房。

“虽然面积不大，一室一厅一厨一

卫，够实用，也很温馨。”能“淘”到

这套二手房，小王已感觉自己非常幸

运，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父母帮忙凑

齐了 20万元的房款，自己的婚房现在

还不知在哪儿呢。

“夫妻”合力同甘共苦

8年了，郑女士和男友的恋爱史可

以追溯到高中时代。如今，他们决定结

婚。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郑女士既

渴望自由的二人世界，又讲究舒适的生

活质量，今年年初，他们终于选中了仲

景路上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

新房终于有了，但对于郑女士和男

友来说，要独立支撑起一个家庭，压力

无疑是巨大的。从签下购房合同的那

一刻开始，他们就过起了节衣缩食的

“苦日子”。原本每个月潇洒的购物和

朋友聚会大部分被取消，毕竟每个月将

近 2000元的房贷已经占掉了他们工资

的三分之一。虽然辛苦，但两人却感觉

十分坦然和幸福。郑女士说，以前年少

不经事，现在一套房子终于让他们懂得

了生活中的艰辛与责任。

“房情”牵动观望的心

房市的起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弦。学经济出身的小彭，在大学里面就

开始关注房地产的动向，不过那时所有

房产的符号和数字对他来说只是学习

和课题研究的需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彭不得不开始

面对婚姻问题，买房置业渐渐被提上日

程。但是，这几年小彭一直紧紧攥着父

母多年的积蓄观望着，始终没有在房子

的问题上“松手”。

小彭说，其实在 4年前他大学毕业

之时，父母就有经济条件给他买房子

了，可是当时自己还年轻，没有这个

意识，等到意识到了房子对自己的重

要性，却又被不断上涨的房价吓得不

敢买了。就这样，他和身边的许多人

一样始终在观望，心情也始终被房价的

起伏牵动着。

还在漂泊的买房梦

小金家在外地，去年大学毕业后来

到南阳，目前就职于一家企业。他告诉

记者，虽然来南阳生活只有短短一年时

间，却已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生存的压

力。买房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

谭，能够租到一处价格实惠的房子就已

经是万幸了。

“我现在根本不指望买房子，反正

暂时是一个人，先租着住吧！我还是

慢慢存钱，趁着年轻多找几份兼职，努

力拼搏，我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后

一定可以在南阳买套心仪的房子。”小

金笑着说，“我就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

步往前探着走吧，总有一天，我会有自

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个家，并在南阳

幸福地生活。”⑨9

要 结 婚 要 买 房

年 轻 白 领 的 购 房 故 事

“白领”，主要是指工作相对轻松，收入较为丰厚，乐于接受新思想，

通常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生活自在幸福的人群。但是，从升学到就业，他

们一路打拼而来，纵然暂时获得了惬意的生活，却又无法回避无形的购房

压力。记者近日采集了几个年轻白领的购房故事，听他们讲述获取钥匙的

酸甜苦辣。

购房故事

置业宝典

高层时代，小高层仍受宠

本报记者 李京洋

刚领钥匙出问题

“说是毛坯房，可这个地面也太让人闹心了，管道被水

泥封住凸在地面上，地面不平将来测量房屋高度都麻烦。”

李先生致电本报记者称，他前两天刚领了新房钥匙，却发现

很多烦心事，因为即将收到手的房子有太多细节问题需要

等着他处理。

跟李先生有一样困扰的业主不在少数，李先生的许多

邻居也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一些跟房子有关的问题也在

交房过程中凸显出来。记者调查发现，购房者在交房过程

中面临着逾期不交房、层高面积缩水、墙面地板裂缝、下水

管道不通、门窗质量差等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新的质量

问题，如墙面、天花板刷得白白的，地板却非常毛糙，等业主

收房时看到的是一个白白净净的新房，殊不知许多裂缝、空

鼓、渗水等现象被掩盖，其实，白净的墙面并不耐用，时间长

了就容易脱落，业主装修时还得将白灰铲掉重新处理，费时

费力还浪费金钱。

正规楼盘有保障

“购房者在交房时需要先签字交费后，开发商才给钥

匙。验房中一旦出现问题，开发商、施工方、物业等部门互

相推诿，几乎成了目前交房的常见现象，但我市也有一些房

产开发企业在交房过程中做得非常好。”据长期从事二手房

交易的张经理介绍，我市一些正规的地产商光验收房屋就

有好几道程序，分为施工单位验—监理单位验—项目部

验—工程管理部验—物业验，最后，在房屋交付前，销售人

员也要验房，而且他们还会专门挑选下雨天验房，就是为了

看房屋是否有漏水现象。

“消费者在购买新房时要尽量选择品牌好的正规开发

商。”张经理说，为了赢取客户最大信任，我市许多品质房企

在做好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在软件和后期服务上下功夫，以

此来塑造和提升产品品质，塑造企业品牌形象，这也成了楼

市调控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交房验房有攻略

那么，在收房过程中业主该怎么做，若发现了问题该如

何处理?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张先生，他认为购房者在收房

时先不要急着签字，收房前一定先验房：要查看《竣工验收

备案表》、《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原件 ;自己

测量实际面积 ;试试电线、网线、电话线等是否安装正确，确

保畅通 ;通知楼上、楼下的邻居一起试水，确保不漏水 ;看墙

面是否平整 ;确定门窗是否能正常推拉等 ;往下水道倒一桶

水，看排水是否流畅。在验房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指出，

并和开发商及物业协商解决。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

题是，大修基金和房屋契税一定要确认交给政府专门机构，

不能由开发商代收。

张经理提醒购房者，买房前就应该适当了解一下相关

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合同签订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这样在

出了问题时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到了验房这一

步尤其不能松懈，最好能够全程参与，因为这也是个很好的

学习过程，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房屋的问题，在以后居住的

时候，也会心里有数。⑨9

买新房验收提前做

家居装饰

本报记者 王 鑫

高层楼盘有区别

随着城市不断开发，住宅土地资源

日显珍稀，房子也越建越高。从楼市目

前的在售项目来看，高层不在少数，对

于购房者来说，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

眼”。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高楼大

厦，“公摊面积大”、“居住舒适度欠佳”，

有居民觉得高层并非所想象的那么奇

妙与美好。在高层当道的今天，仍有不

少心仪小高层的购房者。

什么是小高层？业内人士指出，在

建设部有关规定中，没有小高层这个

概念，它是人们的通俗叫法。一般情

况下，根据楼盘的用途不同可分民用

和商用，根据楼房的高度不同分为低

层、多层、小高层、高层和超高层。

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人们把 7~11层的

楼房称为小高层。

小高层受居民欢迎

相较于高层建筑，小高层和高层

的区别主要在于高度和层数的不一

样，但是二者在楼层选择上的区别还

是挺大的。小高层因其生活的便利性

和舒适性赢得了更多购房者的喜爱。

“相对于高层，小高层产品在得房率、

舒适性、采光度、尺度等方面都表现

得比较出色，能享受到更多的绿化资

源、能减少电梯等候时间等。”居民葛

先生表示。

家在农村的李女士想要在城区买

套房，同样偏爱小高层房源。“住惯了乡

下的房子，楼层太高不适应。”李女士表

示，“听人介绍小高层有多层的舒适，又

有普通高层结构强度高、耐用年限高、

景观系数高等优点，虽然与大厦视觉效

果比稍为逊色，但也算视野开阔了。”李

女士觉得，小高层户型方面有较大的设

计空间，由于有电梯，楼层又不是很高，

增加了居住的舒适感。

买小高层巧挑楼层

说到选小高层楼层，有人会说，

“这还用争论？既然是小高层，当然是

越高越好了。”其实不然，同一套户

型，所在的楼层不一样，居住感觉也

会大不相同，每层楼都有自己的小气

候。楼层不同，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也

不同。

业内人士表示，一楼到三楼，人

们通常生活在树冠下，离地面很近，

要说心理上舒适，这里是最好的，同

外部世界保持现实联系，不用朝下瞧

人。如果家中有老人、孩子，也方便

出入。但接近地面的生活也有不足，

一层到三层离地面近，无法在阳台上

看到天空及远处景观，临街低层面临

吵闹及空气污染。

四、五、六层从环境的角度来看，

安全性较好。七到十一层兼具高层和

多层住宅优势，既可以有较好的通风

采光条件，又有比较踏实的居住感

觉。价格一般比低楼层贵。业内人士

表示，小高层几楼好这个问题确实是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几

楼好还是得看家庭成员年龄构成和购

房资金的预备。⑨9
下图：诗情画意

本报记者 魏家平 摄

买房子除了要选地段、价格和户型外，楼层也是人们关注的

重点。不同的楼层各有利弊，很多购房者都会在购房时因为选择

楼层犹豫不决，低楼层生活方便但不够安静，高楼层视野宽阔但

噪音污染大，如何才能选出适合自己的楼层呢？对于楼层，购房

者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采访中不少购房者表示，倾向选择小高层房源。小高层的低

容积率、高舒适度以及较高私密性使小高层越来越成为追求高品

质住宅购房者追求的对象。

南阳商务中心区南阳商务中心区：：日新月异展宏图日新月异展宏图

♥

♥

近水楼台 本报记者 魏家平 摄

本报记者 李京洋

色彩搭配法

“家居色彩是家居感官的第一印象，家中要想拥有清凉

的效果，关键是整个居室色彩不能五彩缤纷过分浓重。”家

装设计师建议，梦幻蓝、清新绿、纯净白、莹润银或者其他浅

淡的色系，吸光吸热度弱，更适宜夏天，能抚平烦躁，安心宁

神。应尽量避免黑、褐、深棕或者饱和度较高的颜色。

以蓝白为基调，线条清素的蓝墙涌动着流水般细滑如

丝的冰凉之感，如沐海水之中；简约白色令空间愈加干净清

透，一扫夏日各种烦躁；绿色咖啡杯、窗帘及各种清雅淡花

的点缀，情趣无限，平添一股田园植物的清凉之风。喜欢略

带地中海风的人们，不妨考虑以上几种色彩元素，除了能在

夏日带来丝丝凉意外，在冬日里也能配合阳光，感受到温

暖如春，反而另有一番温馨之感。

材质选择法

夏日汗多，藤编家具材质本身的清凉感让温度瞬间下

降几摄氏度。此外，其细腻光滑的质感、精致的编织工艺无

不传递着浓郁的自然艺术气息，亦如生活也这般云淡风轻。

家装设计师建议，金属材质是现代简约家居的一个典

型元素，可以运用到茶几、沙发、座椅、餐桌等家具上。简约

风剔除了过多繁杂的装饰，流畅简单的线条与造型往往能

从心理上起到轻松平和的舒适效果，越简单，越清凉。

植物种植法

家里多放置一些绿色植物，可以有降温的效果，如绿

萝、常春藤、百合都是常用于室内摆设的植物。摆设地点可

根据空间的大小和生活习惯而定，玄关、走廊和卫生间都可

以摆放。

家装设计师建议，客厅除了摆放大盆绿叶植物外，还可

以将整个墙壁都贴上绿藤环绕的壁纸，真假绿植的结合，仿

佛让家被一股田园清风环绕，凉意无限。⑨9

家装小元素
清凉过夏天

购房者买的房子很多都是期房，等到交房时

对房子进行验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日前，

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业内人士提醒购房者，在

收房前要先查阅相关知识，在验房时要仔细察

看，努力将问题解决在收房前。

曲径通幽曲径通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家平魏家平 摄摄

炎炎夏日，除了空调外，是否还有让家中更清凉的

办法呢？日前，家装设计师推荐了几个清凉装修小元

素，让您清清爽爽过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