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功能主治：补肾缩尿
用于肾虚所致的小便频数、夜间遗尿。

缩泉丸半价惠民
为回馈本刊读者，缩泉丸特举办此次活动。活

动期间本刊读者可享受半价补贴政策，每天仅限前

200名读者。

郑重提示：治病应选用对症治疗的国药准字号

药品，尿频、尿急、夜尿多、遗尿等问题的患者按周

期服用缩泉丸更佳。

咨询电话：400-9158-206
如遇到电话繁忙，请耐心等候回电。
全国免费邮寄，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本产品从未授权网络销售。

中 华 老 字 号
China Time-honored Brand

国药准字Z44023146
粤药广审（文）第241224-01145号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OTC

广告

优惠代码

0708

小便频数 夜间遗尿
补肾缩泉

高端盘业主集体请愿高端盘业主集体请愿““退房退房””
网友点评网友点评““可能是买贵了可能是买贵了””

今年今年99月份月份，，一则名为一则名为《《龙华金茂龙华金茂
府集体退房请愿书府集体退房请愿书》》的文案在深圳的的文案在深圳的
地产圈里流传地产圈里流传，，业主们要求退房的理业主们要求退房的理
由主要包括由主要包括：：房企在销售过程中欺骗房企在销售过程中欺骗
买房人买房人、、利用学位营销利用学位营销，，甚至还出现盗甚至还出现盗
窃小区集体财产等问题窃小区集体财产等问题。。

记者注意到记者注意到，，龙华金茂府是当地龙华金茂府是当地
的一家的一家高端楼盘高端楼盘，，20192019 年开盘时以年开盘时以
1010..33万元万元//㎡㎡刷新了当地的房价纪录刷新了当地的房价纪录，，
单套总价在单套总价在15001500万以上万以上，，目前均价接目前均价接
近近1111万万//㎡㎡。。然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然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
来来，，深圳公布的二手房指导价导致小区深圳公布的二手房指导价导致小区
涨价乏力涨价乏力，，或许才是业主们想退房最为或许才是业主们想退房最为
核心的原因核心的原因。。有网友评论道有网友评论道，，““高价买高价买
的的，，不料房价被压制不料房价被压制，，换个法子找开发换个法子找开发
商退房或者要补偿罢了商退房或者要补偿罢了””。。

南京多家高端楼盘也遭南京多家高端楼盘也遭““维权维权””
业主要求业主要求““提品质提品质””

无独有偶无独有偶，，南京一批高端楼盘近南京一批高端楼盘近
期也掀起了期也掀起了““维权热维权热””，，尤其是在号称尤其是在号称

““富人区富人区””的河西板块的河西板块。。
在河西南部片区在河西南部片区，，一家高端楼盘一家高端楼盘

的业主近日集体向开发商提出要求的业主近日集体向开发商提出要求，，
称整个小区的外立面应该使用全铝称整个小区的外立面应该使用全铝
板板，，而非现在的真石漆加铝板的外立而非现在的真石漆加铝板的外立
面面。。对此开发商表示对此开发商表示，，当初购房合同当初购房合同
上并未约定全铝板上并未约定全铝板，，外观设计是符合外观设计是符合
政府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的政府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的。。““不难看不难看
出出，，此类维权案例中部分业主提出的此类维权案例中部分业主提出的
诉求属于合同外约定诉求属于合同外约定，，从现有阶段来从现有阶段来
看看，，房企恐难以支持房企恐难以支持。。””市场人士介绍市场人士介绍，，
还有购房者以南京还有购房者以南京88月份出台的月份出台的““楼盘楼盘
品质新政品质新政””为参照为参照，，要求河西某楼盘将要求河西某楼盘将

地下层的入户门厅与首层的入户门厅地下层的入户门厅与首层的入户门厅
采用同等设计和装修标准采用同等设计和装修标准，，开发商则开发商则
解释称南京的解释称南京的““品质新政品质新政””针对的是该针对的是该
新政出台后拿地开建的新小区新政出台后拿地开建的新小区，，已经已经
建成或建设中的老小区无法参照新的建成或建设中的老小区无法参照新的
规范执行规范执行，，这同样属于合同外约定这同样属于合同外约定。。

类似的维权还有许多类似的维权还有许多，，而在这一波而在这一波
维权潮中维权潮中，，传统的传统的““维权维权””也并不少见也并不少见。。
今年今年55月月，，河西南华侨城天鹅堡的业主河西南华侨城天鹅堡的业主
提出提出，，小区里的单元门过窄甚至小区里的单元门过窄甚至““挤不进挤不进
三胎家庭三胎家庭””，，并以此向开发商维权并以此向开发商维权要求整要求整
改改，，结果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结果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买到天买到天
鹅堡的还要维权吗鹅堡的还要维权吗？？”“”“如果有人退房如果有人退房，，我我
第一个报名第一个报名””；；也有人表示也有人表示，，当初当初33..77万万//
㎡㎡的价格是政府严格限价的结果的价格是政府严格限价的结果。。

楼盘维权频发楼盘维权频发，，理性还是过度理性还是过度？？
律师建议买房人理性维权律师建议买房人理性维权

与以往出现过的楼盘维权不同与以往出现过的楼盘维权不同，，记记
者发现最新的维权案例中者发现最新的维权案例中，，业主提出的业主提出的
诉求多数并未涉及楼盘降价诉求多数并未涉及楼盘降价，，而是要求而是要求
房企房企““提升品质提升品质””，，希望与当初购买时的希望与当初购买时的
价格相匹配价格相匹配。。

对于买房人来说对于买房人来说，，高昂的房价必须高昂的房价必须
跟高品质相挂钩跟高品质相挂钩，，这就跟政府限价之下这就跟政府限价之下
房企的利润摊薄不可调和房企的利润摊薄不可调和，，““维权维权””也就也就
自然而然发生了自然而然发生了。。北京市中银北京市中银（（南京南京））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燚律师指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燚律师指出，，
理性维权无可厚非理性维权无可厚非，，要求开发商提升品要求开发商提升品
质也是正当理由质也是正当理由，，不过一切需符合法律不过一切需符合法律
法规法规，，不应过度维权不应过度维权。。

比如要求楼盘的外立面更新比如要求楼盘的外立面更新，，需需
多数业主和房企同意且向规划部门申多数业主和房企同意且向规划部门申
报方案并获批后方可进行报方案并获批后方可进行，，此外此外，，如果如果
买房人诉求开发商涉及虚假宣传与销买房人诉求开发商涉及虚假宣传与销
售售，，应持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应持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投诉，，不应有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不应有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

治理治理““过度维权过度维权””，，倡导合理维权倡导合理维权
江苏住建厅江苏住建厅：：高度重视高度重视

记者注意到记者注意到，，今年今年77月月，，江苏省住江苏省住
建厅作出建厅作出《《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
02960296号提案答复号提案答复———关于治理购房者—关于治理购房者

““过度维权过度维权””的建议的建议》》称称，，当前房地产行当前房地产行
业或多或少存在业或多或少存在““过度维权过度维权””，，甚至部甚至部
分分““过度维权过度维权””行为已经影响到开发企行为已经影响到开发企
业的正常经营业的正常经营，，也破坏了房地产市场也破坏了房地产市场
的秩序的秩序。。江苏省住建厅在答复中表江苏省住建厅在答复中表
示示，，将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购房者将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购房者““过度过度
维权维权””，，倡导依法维权倡导依法维权，，具体举措包括具体举措包括
逐步提高新建商品住房中现房销售的逐步提高新建商品住房中现房销售的
比例比例，，逐步从源头解决预售制度中预逐步从源头解决预售制度中预
期与实际交房不相符等问题期与实际交房不相符等问题；；既要着既要着
力解决力解决““质价不符质价不符””，，又要防范又要防范““过度维过度维
权权””；；构建房地产纠纷多元联动化解机构建房地产纠纷多元联动化解机
制制，，畅通购房人合法维权渠道等等畅通购房人合法维权渠道等等。。

业内人士建议业内人士建议，，随着消费者维权随着消费者维权
意识的提升意识的提升，，买房人应理性看待当下买房人应理性看待当下
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在楼市处尤其是在楼市处
于相对低迷的时期于相对低迷的时期，，更应理性维权更应理性维权。。
从维权的方式来看从维权的方式来看，，房屋质量问题可房屋质量问题可
以向当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以向当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合同有争议的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合同有争议的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裁，，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的话，，最终可以最终可以
诉至法院诉至法院。。

““过度维权既缺乏契约精神过度维权既缺乏契约精神，，也会也会
使市场的正常交易受到影响使市场的正常交易受到影响，，长远来长远来
看看，，对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利对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利
的的””，，该人士表示该人士表示。。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近期针对近期
南京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河西板块出现南京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河西板块出现
的种种维权案例的种种维权案例，，相关部门已经组织相关部门已经组织
成立了工作小组成立了工作小组，，召集企业和购房者召集企业和购房者
双方持续沟通双方持续沟通，，保护合理合法的维权保护合理合法的维权
行为行为，，而而““过度维权过度维权””也不会予以支持也不会予以支持。。

多轮调控之下，国内房地产市场在本该是旺季的“金九”寒风
阵阵：土地拍卖无人报名的宅地增多，新房市场售罄楼盘迅速减
少，受其影响，楼市维权也再度吹响了“集结号”。近期，深圳一家
均价超过10万/㎡的高端楼盘被业主集体请愿退房，与此同时，号
称南京“富人区”的河西板块多家楼盘也有不少业主维权要求房企

“提品质”，记者就楼市热点话题进行了采访。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马祚波

26年，他从一个“泥腿子”到大工匠：

“这个‘心病’治不好，
我们永远受制于人”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
要急于回报。因为播种和收获不在
同一个季节，中间隔着一段的时间，
我们叫它‘坚持’。”深秋时节，在沭阳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59岁的谢大春说，这是他特
别喜欢的一句话。正是凭着这种坚
守和执着，谢大春带着他的团队攻坚
克难，打破壁垒，研制出电子级石英
砂提纯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实
现了我国电子级石英砂的国产化。

谢大春现在是江苏鑫亿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1995年，
他进入一家石英企业做电工。他是
连云港东海人，那里的石英矿产非常
多，是全国储藏量最大的地方。谢大
春从小就对石英有比较深的感情。
高纯度石英砂一直依赖进口，这让谢
大春意识到，必须尽早突破外国的技
术垄断。“很多用于高精尖领域的石
英砂还只能依赖进口，这对于我们行
业内人来说，就是一块‘心病’，这个

‘心病’治不好，我们永远受制于人。”
就这样，谢大春带领着他的团

队，在更新生产技术的过程中不断
地改进设备，仅生产电子级石英砂
的设备就更新了12次，终于在2018
年生产出了电子级石英砂，实现电
子级石英砂的自给自足。

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决定授予
谢大春江苏“最美科技工作者”荣誉称
号，以表彰他“精益求精，致力新品研
发”。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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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体彩大乐透
开出2注1000万

10月 11日开奖的体
彩大乐透，为国家筹集彩
票公益金1亿余元。当期
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均为 1000 万
元。目前，大乐透奖池为
11.51 亿元，10 月 13 日
将迎来第21117期开奖。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刮刮乐”
2021年10月11日江苏中奖注数

230213注，中奖金额554885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71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1 4 7 8 11 19 21
23 32 36 44 45 54 57 63
67 69 70 72 75

福彩“双色球”（第2021116期）
红色球号码：6 14 17 18 31 33
蓝色球号码：6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3注 10000000元
二等奖 46注 552161元
三等奖 1108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35534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271期）
中奖号码：1 6 7 14 1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83注 2336元
二等奖 4001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56万元。
福彩3D（第2021271期）
中奖号码：8 4 3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1526注 1400元
组选3 0注 460元
组选6 6513注 230元
1D 973注 14元
2D 204注 140元

本期投注总额 441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155期）
中奖号码：1 3 7 1 5 9 2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3注 10525元
二等奖 21注 3007元

体彩“排列3”（第21271期）
中奖号码：5 3 0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388注 1040元
组选3 0注 346元
组选6 1451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71期）
中奖号码：5 3 0 6 0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22注 100000元

体彩“7星彩”（第21117期）
中奖号码：6 9 6 1 7 9 +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1注 5000000元
二等奖 4注 73640元
三等奖 51注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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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马老师
讲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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