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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面积缩水怎么办

问题提出：赵女士
问题陈述：去年年初

购买的商品房，上个月开
放商通知我可以拿钥匙
了，可我在收房时发现房
屋面积缩水了，请问我该
怎么办呢？

行动记者：王 倩
行动结果：相关业内

人士表示，处理此类问题
首先要看合同当中是否对
面积问题进行了约定，如果
合同中有专门的约定，则按
合同约定执行，如果合同中

没有专门约定，面积误差在
3%以内（含3%），可以按照
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
如果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
出3%，买受人有权请求解
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
及利息。如果赵女士同意
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
面积误差比在 3%以内
（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
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
人，面积误差比超过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
倍返还买受人。

进入6月份，大学生陆
陆续续开始毕业，走出校
门拥抱社会。买房对于刚
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已经
不是什么遥远的话题。一
些家境优越的毕业生，早
就为购房作好的打算。

专家认为，买房其实是
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一次
弯道超车的机会。如今的
生活充满着新奇，毕业大
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既要
生活，又要享受，还要攒
钱，看起来似乎不太好过，
但是房价不等人，早早买
了房才会知道背负一些压
力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实实
在在地减负。专家提醒，
对于初入社会的应届毕业
生，一定要解决好两个问
题——安身与立命。离开
大学校园后，首先要先找
一处安身之所和一个可以
解决一日三餐温饱的工
作，解决掉这两个最基本
的问题，就可以全身心地
投入到为美好未来奋斗的
生活之中。

别贪大求全，小户型也
是不错的选择。“对于刚刚
步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
手头拮据是他们面临的第
一大难题，既不想伸手向
父母要钱，也不想失去年

轻人该有的生活。所以毕
业生在置业者时，实在没
有必要考虑买一步到位的
房子。”专家认为，年轻人
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考虑购买小户型住宅产
品，这些小户型可以作为
暂时过渡的居所，等到将
来收入增加、有能力改善
住房条件时，小户型更容
易出售，且可以选择出租，
以租养供。

合理贷款，减轻压力。
由于大学毕业生刚步入职
场，并没有太多积蓄，选择
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是
自己实现置业梦的最好选
择。在选择贷款的方式
上，如果交有公积金，肯定
优先使用公积金贷款，这
样可以省去不少利息，减
少每月的还贷压力。如果
公积金贷款不足以筹足房
款，可采取组合贷的方式
筹措房款。专家提醒，在
选择贷款年限时，尽可能
选择贷款时间长一些。因
为贷款时间长，可减少每
月的月供，不至于影响到
年轻人正常的消费。未来
几年，如果年轻人有了一
定的积蓄，还可以提前还
贷，减少利息的支出。

阿 辉

问题提出：张先生
问题陈述：近几年，

国 家 建 设 了 很 多 保 障
房。请问，保障性住房都
有哪些类别？

行动记者：郭 辉
行动结果：根据张先

生提问，专家解释，保障
房指的是保障性住房，是

与商品性住房相对应的
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
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
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
住房，一般由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
租赁住房构成。

“早知道盛业·润华园开盘
时我就买一套了。现如今，想
要买这里的房每平方米要多掏
1000多元呢。”近日，刚刚在盛
业·润华园置业的老刘沮丧地
向记者诉说自己的遭遇。盛
业·润华园今年1月开盘，开盘
价格并不高，老刘想这个小区
肯定会降价。谁知，等了快半
年时间，盛业·润华园房价非但
没降，还涨了不少。按捺不住
的老刘还是决定出手购房。

专家提醒，受“开盘必特
价，特价必超值”这一惯性营
销手段的影响，很多房企会在
开盘前释放诸多优惠，引导客
户选择在开盘当天买房。如
果你想超低价买房，选择房企
开盘的时间肯定不会错。但
如何在开盘时选到好房，还要
下一番功夫。

在开盘前，客户一定要对
所购项目以及项目的开发商
进行充分了解。首先，要了解
欲购项目的开发商的资质和
信誉，资质越高的开发商其开
发的房子质量越好，小区的规
划越合理；信誉越高的开发商
开发出来的房子后期服务越
好，以后的烦恼事最少。其
次，了解欲购房子是第几期，
如果是一期房源，就要看其周
边的配套是否完善，如果是二
期以后的房源，就要多参考其
第一期房源的价格。同时，客

户还要对欲购项目的的物业
签约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物
业管理问题关系购房者以后
居住环境是否舒适。

充分了解了欲购项目的开
发商，下定决心要购买该项目
的房子，就要排号参加开盘选
房了。众所周知，楼盘在开盘
时开发商是根据客户开盘前排
号的先后顺序依次选房，所以
要想开盘时比别人先进入选房
区，就要领到一个比较靠前的
选房号。业内人士提醒“准业
主”，楼盘开盘前排号一般是谁
交定金早，谁的号排的靠前，开
盘时提前选房的机会就会靠
前。

开盘时，置业者一定要坚
守自己的底线。业内人士说，
一般开发商在开盘前的具体

价格都保密，但为了摸清客户
的购买意向，都会让售楼员提
前释放一个相对模糊的价格，
来试探客户的接受度。一般
售楼员给出的开盘欲估价会
和开盘时的准确价格上下差
别幅度在每平方米 500 元左
右。摸清了开发商的价格，就
要了解其价格是否是自己所
能承受的范围，如果开盘当天
的价格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范
围，就坚决放弃。不要沉不住
气，不惜花高价购买，这样会
影响购房者本身的生活质量，
同时对于购房者的资金形成
了较大压力。

阿 辉
上图 环境优美、价格便

宜的老小区也是购房者的置业
参考。 阿 辉 摄

儿童节遇上端午节，对于
开放商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营
销节点，记者采访时发现，我市
不少售楼部都组织了庆祝儿童
节和端午节的暖场活动，以吸
引购房者的关注。那么，广大
置业者享受节日气氛的同时，
如何选择自己的心仪的房子
呢？置业专家给你总结出了几
条。

查楼盘的“五证”。商品房
“五证”分别是国有土地使用
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开
工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其
中最重要的是要看国有土地使
用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两
个证，并且注意尽可能看下原
件。

看售楼部的沙盘。很多时
候沙盘是了解楼盘的重要渠
道，一般来说，沙盘是一个缩小
版的小区。小区的房屋密度如
何、小区内交通情况如何、公共
设备是否充足、楼盘朝向以及
周围楼栋的情况，在沙盘上都
能大致了解。这些细节对于入
住后的居住感受有很大影响。

问房子的公摊。一般第一

次买房的人去售楼部都会直接
问房子多大平方米，而忽略公摊
比例，公摊的比例会直接影响房
屋的套内面积，如果不关注公摊
比例，很有可能会出现买的房子
建筑面积很大，但公摊比例也很
大，实际得房率很低。

比价格。你在楼书上往往
能看到楼盘“均价”这个词，顾
名思义均价是这个项目的平均
价格，但你会发现往往想买的

房子与标出的均价会有很大差
距。一般来说，多层的楼盘接
近均价的户型位于4层或5层；
高层在6层至8层，户型位置多
为东、西向。一层两户的多层
楼盘单位面积最高价与均价相
差5%~8%，高层在15%~20%
之间。 阿 辉

上图 天气炎热，售楼部
无疑是一个纳凉看房的好去
处。 阿 辉 摄

开盘当天如何选房
这几个细节要注意

保障性住房有哪些类别

儿童节遇上端午节
有置业计划的你何不在售楼部里享清闲

大学毕业季到来
初入社会的你
如何给自己选套好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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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园路515号有砖混结构厂
房350平方米，另有练车场一处
对外出租。电话：13903918193

厂房练车场出租
人民路市中心繁华地带门面转

让，120平方米，营业中，客源稳定，
也可从事其他业态。

电话：13782702120

门面转让

焦作火车站北广场西游园对面院
内，二楼房屋11间，200余平方米，适合
办公、开旅馆、茶社等，位置好，价格优。

房屋出租

电话：2632703 2800018

焦作市民主路（腾飞雕塑南100米）路
东粮油食品厂院内有一营业中浴池对外招
租，面积约600㎡，无转让费，价格优。

电话：19903910752 13938136223

房屋出租

①铁路电缆厂东3间（约30m2）门面；②站前
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两层门面，一层大厅
约100m2，二层9个房间约200m2，适合银行、办
公、餐饮等，可分层租赁。电话：13069416900

站前路门面房出租

男，65岁，身高1.71米，大专学历，公
务员退休，离异，正直善良，体健貌端，有
一定学识与素质，欲觅60岁左右、品貌端
庄、性温贤淑之女士共度夕阳。

电话：15839123398

征 婚
欢迎刊登征婚
交 友 类 信 息

生 活 资 讯
公众号免费发布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欢迎咨询办理

上门快修家电
空调、冰箱、洗衣机、液晶

电视机、热水器等家电。
电话：13103610622贾师傅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幸福港湾老年公寓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专业护理病残瘫 医养结合 放心养老

垂询电话：13503910297 13598509952

迪温娜老年乐园
“迪温娜养老”新居，让入住老人享受“金领护理”！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2019年被山阳区卫健
委评为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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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分配
生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
举措，今年我市继续执行示范
性普通高中分配生政策。啥是
分配生，今年我市分配生政策
是什么？答案来了。

记者从日前市教育局举行
的2022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
业学校招生工作会上获悉，我
市2022年继续实行分配生政
策，逐步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
生计划均衡分配到各初中学校
（含民办初中学校）的比例，各
地分配生的比例要在 50%以
上，并逐步加大分配指标向薄
弱初中和农村初中学校倾斜的
力度，禁止跨区域分配指标，录
取时最多降低50分。

具备普通高中分配生资格

的条件是连续3年在同一所学
校就读且具有该校学籍的初中
应届毕业生（含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借读生、往届生、
转学生（国家规定的军转干部
子女、经市政府同意由于南水
北调工程建设需统一安置的学
生除外）不能享受普通高中分
配生待遇。

据了解，解放区、山阳区、
中站区、马村区、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的省、市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分配生计划比例按照总招生
计划的60%下达，分配生指标
依据各初中学籍人数均衡分
配。各县（市）分配生指标分配
办法参照城区分配办法执行，
由各县（市）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报市教育局备案。

另外，中招还有特长生和
试点高中高水平运动员。各招
生学校根据各自办学特色和条
件，可招收体育、艺术、科技、小
语种等特长生。招生学校负责
宣传、报名、制订测试方案、具体
实施测试工作。根据录取系统
的有关要求，一名学生只能报名
参加一所学校的一类专业测试，
不允许同一名学生报名参加多
所学校不同专业的测试。

试点高中高水平运动员资
格初审和专业测试工作由试点
学校负责，测试后一周内将测
试结果报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
术教育科备案，资格审核、类型
划分等工作由市教育局体育卫
生艺术教育科负责并提交认定
结果。

本报讯（记者李锴）记者昨
日从市 95128 服务中心了解
到，为了让高考考生安心、顺利
抵达考场，方便学生和家长出
行，该中心“爱心助考”预约渠
道即日开启，高考期间为考生
提供免费的一对一接送服务。

据了解，为保障“爱心助考”

活动顺利进行，参加爱心助考的出
租车驾驶员均驾驶经验丰富，将按
照当前疫情防控要求佩戴口罩上
岗，参加核酸检测，努力为考生提
供一个舒适、安全的乘车环境。

随着私家车的普及，越来越
多的家长会载着考生自行前往
考场，却依然有一些考生需要助

考服务。为此，95128服务热线
24小时人工在线服务，广大考
生或家长如有需要，可在考试前
一天拨打95128约车电话，告知
家庭住址和考场位置，95128服
务平台将提前按排好爱心车辆，
为考生提供一对一预约用车和
免费助考服务。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风
吹麦浪，气温热辣，经历短暂
的休整，晴热高温天气又回
归啦！昨日，市气象台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16
时市区最高气温达36.8℃。
据了解，端午小长假期间，我
市天气延续高温晴热模式，
偶有阵雨前来串场。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台获
悉，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
计6月3日夜里至4日、8日，我
市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时间
以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

未来几天，我市具体天

气情况为：6月2日，多云间
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
19℃，最高气温37℃；3日多
云，偏东风2～3级，最低气
温 22℃，最高气温 38℃；3
日夜里至4日，多云到阴天，
部分地区有阵雨，偏东风
2～3级，最低气温23℃，最
高气温35℃；5日，晴天间多
云，偏北风 3级，最低气温
22℃，最高气温36℃。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端午节当天我市气温
较高，户外干热暴晒，应注意
及时补水、防暑降温。

失物招领

物品：小推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39161776
21路公交车司机在其

驾驶的公交车上捡到一个小
推车，请失主与张先生联系
认领失物。

物品：手机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39161776
6路公交车司机在其驾

驶的公交车上捡到一部手
机，请失主与张先生联系认
领失物。

物品：木质模具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939185669
20路公交车司机在其

驾驶的公交车上捡到一个木
质模具，请失主与王先生联
系认领失物。

物品：钥匙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939185669
28路公交车司机在其

驾驶的公交车上捡到一串钥
匙，请失主与王先生联系认
领失物。

物品：女士风衣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939185669
32路公交车司机在其

驾驶的公交车上捡到一件女
士风衣，请失主与王先生联
系认领失物。

物品：旅行包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939185669
11路公交车司机在其

驾驶的公交车上捡到一个蓝
色旅行包，请失主与王先生
联系认领失物。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整
理

据新华社天津 6 月 1 日
电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
长”，6月3日将迎来一年一度
的端午节。有心人发现，2021
年的端午节出现在6月14日，
2023年的端午节落在6月 22
日，这意味着今年的端午节比
去年提前了11天，比明年更是
早到了19天。

同样是农历五月初五的端
午节，为何公历日期飘忽不
定？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科普专家林愿说，但凡
农历节日，比如春节、端午、中
秋、重阳等，其对应的公历日期
都不固定。受公历一年与农历
一年相差11天左右、现行农历

置闰法“十九年七闰”等因素影
响，农历节日在公历中的对应
日期，要么提前10天左右，要
么推后19天左右。

拿端午节来说，农历日期
固定在五月初五，公历日期则
在5月至6月之间徘徊，落在6
月居多。其中，最早落在5月
27日（如2039年和2085年），
最晚落在 6 月 26 日（如 1906
年）。因此，每年5月27日至6
月 26日中的任何一天为端午
节均属正常。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
闻为屈原”，因纪念屈原而兴，
是端午节最为流行的民间解
释。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

一，经过千年岁月淘洗，传承至
今，端午节凝结着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端
午节更是形成了十分丰富的习
俗活动，大致而言，主要包括特
定的饮食活动（如吃粽子）、娱
乐活动（如赛龙舟）、祭祀活动
（如祭龙神）、避邪驱毒活动（如
戴五彩绳）等。

林愿表示，时至今日，端午
节已成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
节的公历日期虽然不固定，但它
的文化内涵是永恒不变的，那就
是深深的民族之爱和浓浓的爱
国情怀。

找找吧

“爱心助考”免费出租车等你来约
高考考生拨打95128可享受免费一对一接送服务

中招分配生政策详解来了

今年端午比去年提前11天

端午小长假我市天气如何

高温晴热持续
偶有阵雨串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