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产关注

本报讯 （记者李仰峤）近

日，我市举行中心城区物业

管理现场推进会，以全面、

快速、有效化解当前中心城

区物业管理信访突出问题，

推进和完善中心城区物业

管理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物

业管理矛盾纠纷化解长效

机制。

会上，卧龙区政府、宛城

区政府、卧龙区七一街道办

事处、宛城区五里堡街道办

事处、高新区张衡街道办事

处、西关社区居委会、卧龙区

财富小区业主委员会等介绍

并分享了物业管理工作现状

和经验。通过深入交流，大

家一致认为，与省内兄弟城

市相比，我市中心城区物业

管理工作并非欠缺物业企

业的专业化、标准化和规范

化，而是物业管理治理体系

不完善、各级政府责任体系

不健全、行政管理部门综合

协调和督查落实等机制没

有建立。

针对存在的问题，市房

产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

任武晓东提出，下一步，应

切实加强对物业管理工作

的领导，切实建立物业管理

责任体系和工作落实机制，

切实建立物业投诉联动处

置机制，切实健全街道（乡

镇）和社区物业管理机构，

切实建立和充分发挥物业

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

以“五个切实”为突破口，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工作落实，为高质

量建设大城市提供高品位

物业管理。③4

着眼“五个切实”
推进物业工作

市中心城区

物业园地

全媒体记者 徐 霖

对父母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金钱

而是陪伴，是与子女在一起，因此，有不

少儿女想为父母挑选一套称心如意的

房子，来尽一下自己的孝心。那么，如

何选到合适的养老房，选择的时候又该

注意哪些事项呢？带着这些问题，近日

记者进行了采访。

选房注重小区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环

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更关注置业的

宜居性，对想要购置养老房的老年人来

说更是如此。规划完善、绿化率高、建

筑密度低、周边环境好的楼盘项目越来

越受到置业者的青睐。

打算给父母买房的刘先生表示：

“爸妈年纪大了，其他要求不多，但空气

质量要达标，水源要健康。”

一家楼盘的置业顾问表示，养老房

置业者对自然环境和噪声污染等因素

有不同程度的关注。

看重周边配套设施

快要退休的李阿姨说，希望购置一

处拥有老年活动中心、休闲会所以及社

区的房子，“老年人多的话我很快就能

交到新朋友，同样不会觉得孤单。”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看重休闲配套

外，各种生活配套设施是否齐全同样是

老年人置业的重要考虑因素。吴阿姨

说：“小区边上一定要有超市、菜市场，

不然生活太不便利。”而在医疗配套

方面，林大爷有着切身体会：“到了老

年，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如从前，

疾病是困扰老年人的主要问题。要求

老年人的居住地一定要邻近相应的医

疗机构，便于生病时得到及时的救助

和治疗。”

养老房考虑要全面

购置养老房，对小区建设、物业服

务都要重点考察，容不得半点马虎。主

要包括小区绿化环境、健身娱乐活动场

所、社区医疗服务站、小区居住人口结

构等方面。

不过，无论外部环境多好，老年人

本身居住的房屋如果不好也是白搭。

业内人士表示，最好选择一至三层，如

果是高层，必须要有电梯且 24 小时运

行。尽量选择南北通透结构，至少要保

证卧室和客厅朝南或东南，这样的房间

温暖、亮堂。在选择户型面积时，不宜

过大，同时装修结构尽量紧凑。很多老

年人喜欢闲暇在自己的屋子里种些花

花草草，有阳台、露台或者一楼私家花

园的房屋，最适合喜欢养花草的老年

人。

另外，养老房隔音性能要好，尽量

选择远离主干道的楼房。老年人都喜

欢安静的居住环境，房屋的隔音效果一

定要好。此外，还要考虑供水、供电系

统是否完善，燃气的使用是否安全，采

暖设施是否可靠等。③4

环 境 好 、配 套 全 的 养 老 房 受 关 注
置业宝典

全媒体记者 秦会娟 徐 霖

“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通过详细调

查，挤出了许多安置房中的水分，让那

些‘南郭先生’无处遁形，维护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近日，记者采访了尚座

花园项目和市中心城区房地产领域信

访突出问题专项巡察组副组长、市纪委

第二纪工委副书记王炳乾，近距离感受

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整顿提

高的不易。

矛盾交织
问题积累成沉疴

尚座花园项目位于中心城区张衡

路与邓禹路交叉口，集我省 2011 年、

2012年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和夏湾城

中村改造项目于一体，由南阳林源置业

有限公司开发，经适房项目（一期、二期）

总占地面积 78.62 亩，规划建筑面积

20.81万平方米，2015年交房。按照当初

的规划，项目涉及宛城区仲景街道陈棚、

泥营两个社区，实际需安置 288户、1378
人，需安置面积 55130.96平方米。

在基层干部和部分业主代表看来，

尚座花园项目之所以成为“疑难杂症”，

在于项目建设及分配过程中的一连串

不足：

首先是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

不畅。根据国家安置政策，按照人均 40
平方米进行安置，每户根据人员数量，

应获取安置面积为 40、80、120 平方米

等，而经适房建造户型却是有零有整，

比如 86、94、102、134平方米等，这样就

导致群众选择房源时，实际选房面积与

应安置面积存在出入，误差较大。

其次是群众思想有波动。根据安

置政策，先签订拆迁协议的群众先选

房。但该项目进入选房环节后，当分房

进行到第 223户时，因为 120平方米以

上的房源已被挑选完毕，剩余选房户没

有选到心仪房子，遂拒绝选房。

还有，拆迁安置政策执行不到位。

按照政策要求，必须是在此实际居住并

且有合法房产的人员才能获得安置，但

在实际安置过程中，部分被征迁户的亲

属也出具无房并在此居住的证明，并以

此纳入安置范围，导致安置面积增加。

开发公司实力不济也是重要原

因。在建设中，南阳林源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资金存在困难，融资渠道狭窄导致

大量资产被查封。同时，因为该项目手

续不全，有关部门未对其建筑成本进行

核价，导致该项目与政府约定并交付了

用于安置的面积，但价格无法确定，再

加上项目安置未完成，所以政府一直未

与该项目开发商结算完毕。而经过街

道办协调，此前拒绝选房的群众再次选

房时，项目开发商已将部分约定用于安

置的房源对外出售，导致分房存在缺

口，未能圆满完成安置任务。

8年间，这个楼盘的矛盾不断积累，

部分群众无法入住，矛盾亟待破解。

抽丝剥茧
理清乱麻破难题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

委、政府的努力方向。

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我市直面问

题，牢固树立“有解思维”，破解这一难

题。在专项巡察组的强力督导下，各级

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依法依规化解问

题楼盘，硬起手腕严查丑恶现象，尚座

花园项目问题解决取得阶段性成果。

抽丝剥茧，强力推进手续办理。

2019年 12月 16日专项巡察开始时，尚

座花园项目仅办理了部分许可证，导致

资金、建设、分配等工作全面受限，市中

心城区房地产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

巡察组约谈辖区街道办事处和区工作

专班，以推进手续为目标，组织相关部

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推进手续的解决

方案。专项巡察组还约谈相关部门负

责人，要求快速办理。截至目前，尚座

花园项目一期、二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证、施

工证、人防核实报告、面积实测绘报告、

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消防设计审查合格

报告、消防验收合格证书等手续已办

理，并通过了规划核实验收。

理清乱麻，挤出拆迁安置水分。有

的群众尚未入住安置房，也有人虚报冒

领。专项巡察组从政法部门抽调人员

组成调查专班，对企业反映的拆迁安置

中存在水分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调取了

部分拆迁安置档案，通过信息对比等手

段，发现该项目安置中确实存在水分，

遂下发通知要求当地政府成立处置专

班着手解决。为加快挤水分工作进度，

从 9 月开始，专项巡察组抽调精干力

量，入驻该项目处置专班现场监督，对

征迁安置工作开展深入调查，查实了诸

多问题，如采取征迁安置时将已去世人

员（户口簿未销户）仍作为实际居住人

员上报、出具虚假户口簿和虚假居住证

明、将亲友作为共同居住人员上报等手

段，违规获得安置面积。目前，已收回

违规安置面积 2600 余平方米，违规获

得的过渡费也在追缴中。

打破坚冰，破解企业资金难题。即

便我市对一些项目“一案一策”，实行容

缺办理，但企业资金紧缺依然是困扰后

续工作的巨大难题。目前，尚座花园项

目三期建筑面积超出了南阳市城中村

改造政策规定的安开比，需要缴纳超出

安开比部分的资金 5000多万元，而企业

因资金困难，无力支付，致使后续相关手

续无法办理。对于这种情况，专项巡察

组与工作专班多次商讨，建议由开发企

业将其价值相当于应向区城改办缴纳资

金的 1.5倍的房产抵押给区城改办，一子

落，满盘活，这一难题得到了破解。

强力推进
硬招实招求实效

徐女士是修建孔明路时的拆迁安

置户，政府指定在尚座花园 2 号楼安

置。她家的入住，经历了几次喜忧参半

的“过山车”。

选定安置房之后，她家连忙设计、

装修，搬进了 89 平方米的新家。谁知

没过几天，有人声称自己是经适房购房

者，选购了这套房，把她一家赶了出去，

还把门锁更换了。徐女士以自己的房

屋是名正言顺的安置房为由，遂将门锁

又更换过来，但对方仍不依不饶，令徐

女士痛苦不堪。

无奈的徐女士找到了专项巡察组，

经过详细调查，工作人员查明，对方不

但名义上的房主早已过世，而且根本就

不符合经适房的购房条件。

对方理屈词穷仍拒不搬出，专项巡

察组又协调当地政府、公安部门等联合

行动，终于帮助徐女士住进了安置房。

徐女士说：“我申诉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圆

满解决，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的感激之

情。此事能得以迅速解决，充分彰显了

市中心城区房地产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

项巡察组领导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实事

求是、廉洁高效的情怀，再一次印证了我

们党和政府是公正的，是维护群众利益

的，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幸福的。”

徐女士得偿所愿，而在另一项目上

“打错算盘”的周某等人将要面临牢狱

之灾。

2010 年，在健康路拆迁安置过程

中，周某、刘某等人为了非法获得安置

房屋和安置补偿款，不惜铤而走险伪造

公文，虚构了房屋系 8户共有且共同居

住的事实，骗取政府安置房屋和安置补

偿款，数额巨大。

专项巡察组把问题线索交办后，公

安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警方认为，他

们的行为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

罪、诈骗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

严惩。

规范整顿提高房地产市场秩序，关

系百姓和谐安居，关系中心城区振兴崛

起，关系高质量建设大城市。截至目

前，孔明路安置项目 288户安置户已全

部分房到户，实际分房面积 58688.34平
方米。今年以来，宛城区政府、仲景街

道办事处和林源置业有限公司共安置

群众 391户 1922人，面积 88613.36平方

米。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将坚持“老账新账”一起改，逐项整改

落实；要坚持“挂图作战”，进一步量化目

标、实化任务、细化时限、强化措施，并加

大明责、履责、追责、问责力度，建立长

效机制，努力使房地产市场突出问题整

治取得圆满成功。③4

尚座花园项目：

细 排 查 挤 水 分 出 硬 招 解 难 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赵春蓓）群商云集欢乐颂，共

襄商业新繁华！10 月 31 日

上午，合生欢乐颂品牌商家

首批签约暨 loft公寓会员招

募启动大会，在金凯悦宴会

厅举行。来自国内外一线的

六大强势品牌首店和人气餐

饮、网红品牌等共 28家品牌

商家现场集中签约，成为合

生欢乐颂首批进驻商家。活

动现场，近百个意向商业品

牌和近千位意向业主共同见

证了这一群英荟萃、众商会

盟的高光时刻。

启动仪式上，中经联盟

秘书长、优铺网董事长陈云

峰，合生欢乐颂项目总经理

范涛分别致词。钟书阁河南

区市场总监王华樱、蓝蛙西

餐厅河南开发总监李晓磊、

炙宴和牛烧肉酒场总经理

王君乐、谷神料理总经理胡

泊等，分别代表首店进驻品

牌商、人气餐饮、网红品牌

先后发言，表达了他们对合

生欢乐颂的支持与信赖，并

对双方合作前景的看好和

期待。

此次首批签约入驻合生

欢乐颂既有国内一线的豪享

来、蓝蛙、钟书阁、吉野家、

BBQ、Mjstyle 等六大首店品

牌，又有炙宴、九田家、谷神、

在野、湘宴、蜜雪冰城、书亦

烧仙草、益禾堂、嘿茶、全中

合等这样的人气网红品牌；

既有名创优品、良品铺子、樊

文花等人气零售集合店，又

有阿瞳目、智慧屋、飞扬健身

等运动娱乐儿童场景体验品

牌，代表了合生欢乐颂品牌

招商的主流和方向，与买手

团队的合作、集合店的引入，

是合生欢乐颂首批招商的重

点，也突出了风情街区的沉

浸式体验特征。

启动仪式上，优铺网董

事长陈云峰分别从地段区

位、专业实力、模式创新等三

个方面，解读了合生欢乐颂

打造南阳首席“沉浸式风情

街区”的核心优势。他表示，

营销中心正式开放短短一个

月时间，就迎来这么多优势

品牌、独有品牌、人气品牌、

网红品牌的首批签约入驻，

充分说明合生欢乐颂作为第

四代商业的城市综合体标

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号召

力，拥有值得让人期待的美

好前景。

合生欢乐颂项目总经理

范涛在签约仪式上表示，首

批签约的品牌商和集合店，

或优势或独有，或网红或首

店，都是自带流量、人气指数

较高的优质资源。这不仅与

其对标北京朝阳合生汇 21
街区，打造南阳首座“沉浸式

风情街区”的商业目标相一

致，更与其瞄准年轻群体，

“后浪、潮流、趣味、创意”的

商业定位相匹配。

品牌商家风云际会，合

生欢乐颂开门红！启动仪式

丰富多彩，不仅有首批商户

的现场签约，商业、公寓的项

目介绍，更有精彩纷呈的歌

舞演出和 loft公寓会员招募

的启动。位于人民路与光武

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合生欢乐

颂，是由北京合生团队和北

京优铺网联袂打造的一座大

型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总

投资 10 亿元，已完成投资 7
亿元。目前相关配套已全部

完工，并且已经进入样板房

装修阶段。

随着品牌商家的签约进

驻、loft轻奢公寓会员招募的

全面启动，一个由国内顶级

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占据了

人民路商圈繁华核心地带、

拥有精准对标 21 街区清晰

路线图的南阳第四代商业样

本——合生欢乐颂，必将以

开启南阳商业下一个黄金十

年的领军姿态，不负万千期

待，倾城美丽绽放。③4

合生欢乐颂

招商营销全面启动
六大品牌首店进驻

本报讯 （记者李仰峤）10月 29日
上午，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防空学院举

行活动，庆祝新中国人民防空创立 70
周年。

自今年 5 月 27 日南阳农业职业

学院防空学院、南阳人防综合培训基

地正式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和

南阳军分区领导的支持关心下，南阳

市人防办与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深化

政校合作，加大教学配套设施投入，

大力推进防空学院建设，积极探索为

人防事业培养专业人才的新路子。

10 月 11 日，防空学院正式迎来了第

一批 371名新生。

下一步，防空学院将不断完善课

程体系设置，加大人防专业人员培养

力度，不断推进新形势下人才队伍的

创新建设。③4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防空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防空学院

培养新培养新型人才型人才
服务人服务人民防空民防空

活动现场 全媒体记者 赵春蓓 摄

今年新生正在军训 通讯员 杨 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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