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购房人：
为了更好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避免商品房买卖纠纷，市住建局提示
您在购房前，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
项：

一、请您认真阅读和了解开发企

业在销售现场设置的公示栏、公示牌
和公示台中载明的项目信息。

二、请确认您有购买意向的商品
房所在楼幢是否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请认真查阅开发企业在销售
现场公示的“商品房销控表”，您购

买的商品房是否处于可售、抵押可
售、现房销售状态。购买前要充分了
解所购房屋的性质、土地使用起止年
限、是否存在抵押或查封等限制情
况。

三、认真查验销售要件是否齐
全。房地产开发项目在销售前须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证》 或 《不动产权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商品房预 （销） 售许可证》。购
买预售房源时，应注意 《商品房预
（销） 售许可证》 中标明的预售房源
信息，不要购买不在预售范围内或已
被限制销售的房源。

四、请认真查阅开发企业发布的
房地产广告 （含简介页、宣传单页
等），广告的内容和销售人员对您购
房的承诺，可要求在《商品房买卖合
同》附件中明确约定。

五、请认真查阅销售现场公示的
所有信息，尤其是商品房项目“不利
因素”信息；认真阅读开发企业提供
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含
附件） 格式条款；所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 一定是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原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2014版网
签合同，避免一房多售。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未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前，不得以内
部登记、VIP卡等形式，向您收取排
号费、诚意金、认筹金、保证金、融
资、借款等任何预订性质的费用；一
定不要参与开发企业的违规销售行
为，以免造成损失。

七、您交房款时一定要核对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名称，并存入商
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号，按揭贷款购
房的，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借贷银
行将按揭贷款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账号。

为维护广大购房户的权益，市住
建局慎重提醒广大市民，在购房时要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一定要认真查验
项目的五证，特别是预售许可批准的
销售范围，对超预售许可范围销售的
房屋要坚决抵制，避免上当受骗。也
请市民及时关注市住建局官方网站，
查询、购买手续合法的楼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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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9 月 21 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

到，我市将建立健全“属地综合管
理、市场规范有序、业主和谐自管”
的住宅小区物业综合管理体系，全面
落实国家、省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政
策制度，对业主委员会的党建引领和
指导监督进一步加强，力争用两年时
间，逐步实现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全
覆盖，基本实现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
规范化建设。

增强街道、社区的住宅小区综合
管理力量配置。乡 （镇、街道） 负责
本辖区内住宅小区物业综合管理工
作，指导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的组建及日常工作，协调物业管理和
社区建设的相互关系。社区协助乡
（镇、街道） 开展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2020年10月底前，我市各区将明确所
属辖区承担上述工作职责的工作机构
及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乡 （镇、街
道）物业管理力量。

加强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
指导监督。乡 （镇、街道） 负责指导
监督本辖区内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的组建及日常工作，社区负责协助乡
（镇、街道）落实相关工作，住建部门
负责具体业务指导。

强化对业主委员会的党建引领。
强化乡（镇、街道）、社区党组织对业
主委员会的政治引领，乡 （镇、街
道）、社区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新组建
或换届业主委员会中的党员比例，原
则上党员比例要达到50%以上，最低不
少于30%。有3名以上党员的居民小区
应当建立党支部。严格审核把关业主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并进行教育培训。
到2020年12月底，我市将实现业主委
员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落 实 物 业 管 理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
2020 年 10 月 底 前 ， 我 市 街 道 办 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物业管理
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召集，物业管理、

公安派出所、城市管理等部门和社区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业主委
员会 （业主代表）、物业服务企业、
专业经营单位等各方参加。联席会议
协调解决本辖区内物业管理中的重要
问题。

推进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区、乡 （镇、街
道）、社区三级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
解工作机制，实现物业管理纠纷调解
工作的全覆盖。成立漯河市物业管理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行业性、
专业性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建
设，司法、住建部门做好设立登记、
调解业务规范指导工作。2020 年 12
月底前，各区、乡 （镇、街道）、社
区三级物业管理责任单位将明确物业
管理人民调解组织，并正常开展工
作。

建立违法行为投诉登记制度。发
改、住建、规划、公安、生态环保、
城管、市场监督、人防等有关部门，

将建立违法行为投诉登记制度，于 11
月底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
布 （更新） 联系单位、举报电话，依
法处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违法行为。

倡导业主大会公开选聘续聘物
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
大会决定开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
活动，应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要求。建立健全业主委员会公开招
投标管理制度，住建部门要提供参
选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情况，出具
企业诚信等级证明，供业主委员会
使用和监督。

提高业主大会决策效率。我市物
业行政主管部门将积极探索利用信息
化技术手段，着力解决业主大会召开
难、决策难的问题，在保障实名的前
提下，利用互联网平台对制定业主大
会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选聘物业服
务企业、使用房屋维修资金等重大物
业管理事项进行投票，提高业主共同
决策的效率和决策结果公信力。

我市将用两年时间实现业委会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杨 光） 从 《七巧

板》《大风车》《黑猫警长》到《新大头
儿子和小头爸爸》，在“80后”“90后”
的童年记忆里，尽管家乡不同、年龄有
差，但大家都有一段和荧幕有关的记
忆，这是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最好
的见证，其中，大都少不了一个主持人
的身影——著名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鞠
萍。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鞠
萍姐姐！”一声熟悉的问候，瞬间拉近
了在场所有观众的距离。9 月 19 日下
午，第72届康桥论坛于漯河国际会展中
心剧院温情开讲，鞠萍亲临现场，从自
身的成长经历出发，将亲子教育和家风
传承话题，通过一个又一个风趣又深刻
的故事，与近千家庭分享她从业30多年
间对儿童事业的爱与积累。

鞠萍说：“家风的传承，我觉得它
不靠说，全靠你怎么做。你想让孩子孝
顺、正直，你就自己做出来，让孩子能
够看到。”同时，优秀的家风——诚实
颇为重要，正如老子所言“人无信不
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诚实
守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做一个
诚实的人才是重要的。除了鞠萍的亲身
分享外，论坛现场还设有互动环节，家
长们纷纷踊跃举手示意，希望能有机会
与鞠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对现场家长
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鞠萍以专业的态度
和深刻的观点，一一给予解答，引得现
场掌声不断。鞠萍说，不少家长都在关
心孩子周末学点什么好，她认为首先要
掌握一门外语，然后学点书法、戏曲、
武术等传统文化，再根据孩子的身体、
兴趣、能力等方面，培养孩子一些音乐
素养、美术素养等，让他们能快乐幸

福、健康成长。
活动最后，鞠萍还亲自抽取30名幸

运观众，得到由她亲笔签名的代表作
《萍聚》。

康桥论坛现已成功举办71届，一场
场深入人心的文化碰撞，一段段响遏时
空的论点表达，康桥论坛以灵活的形
式、丰富的内容，将根植建筑的人文精
神，带到一座又一座城市。本次活动的
主办方河南康桥漯河城市公司总经理姚
华辉表示，看待一座城市的发展，不仅
要有城市建设视角，更应深入内在，以
文化去传递一座城市的魅力与光芒。从
康桥·昌建璟云府循城市发展落户漯河
西城，到康桥论坛邀鞠萍于沙澧河畔开
讲，植根城市，文化赋能，康桥集团始
终以助力城市精神及文化发展为要求，
希望能与漯河齐头并进，共同成长。

鞠萍莅漯畅谈家风家教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9月20日下
午，“康桥·昌建璟云府杯”2020金龟
子国际儿童艺术节全国海选漯河赛区总
决赛进入最后对决，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7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25 名。此
外，所有晋级选手都有机会赴南京参加
2020金龟子国际儿童艺术节总决赛。

当天下午，“康桥·昌建璟云府
杯”2020金龟子国际儿童艺术节全国海
选漯河赛区的最后一场决赛分外精彩，
选手的综合能力较强，台风稳健，动作
老练，无论是说唱还是评书、朗诵、舞
蹈，都顺手拈来，不仅吸引了评委们的
目光，观众也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金龟子国际儿童艺术节

全国海选漯河赛区决赛结束

图为鞠萍与小朋友现场互动。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