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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区四季春晖开发商
“失踪”

数百位业主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柴桑区城子镇 68 亩
扶贫西瓜销路不畅》后续
浔阳区人民医院爱心助农

节前购买 3500 斤西瓜

业主：
买房后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文 徐田刚/摄
买房后，只有拿到房产证的那
一刻，购房人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是
这套房子的主人。可是柴桑区四
季春晖的业主却遭遇到烦心的事，
小区开发商“失踪”许久，导致数百
位业主的房产证至今没着落。

6月12日10时许，
浔阳晚报记者来到柴桑区
四季春晖小区门口，
此时已经有数百位业主聚在
一起，
希望能找到开发商，
解决房产证问题。
市民蔡先生是四季春晖的一名业主，2016
年 12 月份在该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子，2017 年 5
月交房后，按照合同规定，开发商应该在 180 个
工作日内，把房产证办好，但已经逾期半年了
房产证还没着落。
“合同规定的日期到期后，我
们也多次找开发商沟通，然而开发商却一直相
互推诿。”更让业主忧心的是，开发商的办公室
人去楼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业主四处打听
联系开发商，至今电话没打通，也没见到任何
相关负责人。

蔡先生说，小区里像他一样遭遇的业主，
还有数百户，基本上都是在 2017 年入住，为办
房屋产权证一事他们多次和开发商交涉，但一
直无果。拿不到房产证，业主张女士同样十分
着急，她说：
“ 如果没有房产证，这房子还是我
的吗？而且以后也不方便出售。
”
“辛辛苦苦半辈子买套房，证却一直办不
下来，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啊！”业主王先生感
叹道。
“如果有一天这个小区要拆迁的话，我们
没有房产证可怎么办啊！”业主唐先生说，自从
小区开发商“消失”后，小区业主已多次向有关
部门反映房产证问题，
均未得到有效解决。

柴桑区不动产登记局：
建议业主起诉开发商

业主聚集在小区门口想办法拿房产证。

为什么四季春晖数百位业主的房产证办
不下来呢？业主们反映，这可能与开发商擅自
改变建设规划有关。
“ 少建了上百个停车位。”
业主们认为开发商的行为导致无法通过验收，
影响到他们拿房产证。
此外，业主们表示无法办证的另一个原因
是没交税，虽然业主们早已将契税、维修金等
数百万元交给了开发商，签协议让其代办，结
果这笔钱被开发商挪作他用，
“ 开发商建了一
个大酒店，后来酒店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开
发商就失踪了。”

6 月 12 日 11 时许，浔阳晚报记者来到柴桑
区不动产登记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并没有
收到四季春晖小区开发商申请办理房屋产权
证相关手续。
“ 四季春晖小区需要经过相关部
门验收合格，即使开发商不来进行登记，业主
也可以在缴纳契税、维修金后自己办理房产
证。
”
该工作人员表示，不动产登记局只负责房
产证的登记，不能解决四季春晖小区业主面临
的困境，建议业主们尽快找到开发商进行协商
或者起诉开发商。

本 报 讯（浔 阳 晚 报 记 者 陈 月
琴）6 月 12 日中午，柴桑区城子镇彭
湾王家村贫困户沈风如约将 3500
斤西瓜送到浔阳区人民医院。这是
该院情牵贫困户，特意购买的一批
“扶贫西瓜”。
柴桑区城子镇彭湾王家村 68
亩“扶贫西瓜”大量上市，受连续降
雨影响，一度滞销。这一消息经本
报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多方关注。
不少爱心企业单位纷纷伸出援手，
接力购买西瓜，帮扶贫困户。
浔阳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小夏
告诉浔阳晚报记者，看到相关报道
后，该院工会与以沈风为代表的贫
困户取得联系，并通过政协联络员
李 文 忠 的 协 助 ，订 购 了 3500 斤 西
瓜 ，作 为 医 院 职 工 的 端 午 节 慰 问
品。
“ 九江是座温暖的城市，浔阳是
个充满爱心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一
次的爱心帮扶解决不了贫困户的根
本问题，但我们愿意用爱的绵薄之
力点亮希望的天空，让凡人善举薪
火相传。”
据悉，目前，城子镇的西瓜还在
陆续上市中，
瓜农们希望尽快销售西
瓜。对于较大的订单，
他们可以送货
上门。如有需要买西瓜的，
请拨打手
机 15397821202，
与沈风联系。

九江配网 2018 年第 24 周停电预告
停电时间

停电用户

06 月 14 日
06：
00-08：
00

浔阳区（工行城外支行配电房 1#变）

06 月 14 日
07:00-10:00

濂溪区（廖家垅 2、九江弘福门窗制造厂、华星）

06 月 14 日
09:00-18:00

开发区（一中队交警专变、卫生局专变、路灯专变）

备注：1、
遇雨及特殊情况顺延，
此停电公告是预通知，
具体停电时间以检修日计划为准；
2、
临时紧急停电工作由公司营销部与停电用户临时沟通；
3、
因负荷调整而进行的倒闸操作，
考虑到停电时间短不予通知；
4、
有关周、
日停电预告，
您可关注
“国家电网九江供电”
新浪微博
和九江供电公司
“电保姆”
微信订阅号查询，
或关注九江新闻广播（FM90.0 97.5）07:20、
11:30、
18:20 三个时段的停电播报，
或查询每周一《九江日报》和每日《浔阳晚报》查看停电信息（如有
变动会及时更正）。
九江城区用电故障报修电话：
8465511、
8465512。

牙齿缺失，差点毁了我的武术
“梦”

报名抢中山口腔种植牙专家名额、种植牙种一送一
口腔疾病，只要没有疼痛感，人们多数
容易忽视。对于这一现象，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口腔
健康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因此，由浔阳晚
报携手中山口腔医院开展的“感恩父亲节·
种牙特惠专场”，引起了缺失牙患者的热烈
反响。很多缺失牙患者纷纷致电报名参与
活动，甚至已有一部分缺失牙患者已经通
过数字化微创种植技术
“长”出了新牙。
老人自学太极，点亮幸福退休生活
夏日的清晨，那精壮的老人往场地中
间一站，这整个地方仿佛都多了一股威严
的气势。酷爱太极的刘大爷就是其中一
员。在喜爱武术的“老年票友”里，刘大爷
的太极是刚柔并济，所以只要他一出手，绝
对是满堂喝彩。
别看刘大爷现在“人气”如此之高、自

信满满，其实不久前的他连家门都不愿意
出。说起那段日子，刘大爷至今还禁不住
叹气：
“ 当时以为再也不能打太极了，还好
种植牙救了我。”一句话牵出了刘大爷与种
植牙一段难舍的缘分。
牙齿缺失毁了武术
“梦”
对于缺牙的老年人来说，连一顿可口
的饭菜都无法享受，如何去享受生活呢？
很多老人不禁感慨，忆往昔唇红齿白，年少
轻狂，如今却眼花齿落，老态龙钟。家住浔
阳区的刘大爷表示这就是自己的写照。66
岁的他喜欢武术，自从退休后每日都会晨
练，一手太极打得刚柔并济，因此被选为队
长。可是 3 年前牙齿开始脱落后，刘先生的
太极就不复往日风采，他说：
“牙掉了以后，
面容下陷，看着老了好几岁，最主要吃饭成
了大问题，哪有力气打太极啊。”

报名热线：0792-8182220

直到发现同样缺牙的老朋友几日未见
后却容光焕发，他前去询问。朋友告诉他，
自己种上了一口好牙，还是当天种牙当天
就能吃美食。刘先生很是心动，第二天就
经朋友介绍找到中山口腔种植院长肖梁。
数字化微创种植牙，让重返
“舞台”
不是梦
来到中山口腔医院后，
肖院长为刘大爷
进行了全面检查，
并告诉刘大爷：
“传统假牙
虽然价格便宜，但容易脱落、吃东西还是不
方便。而因为材质问题，
往往在嘴里的异物
感强，时间久了容易引起口腔炎症、牙龈红
肿问题，
所以你戴了假牙后常常会觉得口腔
不舒服。
”
说起他的牙，
刘大爷就一筹莫展。
“别担心，我们可以轻松帮您解决缺牙
困扰，让您拥有舒适、稳固、美观的牙齿。”
肖院长安慰刘大爷道，
“随着医疗技术的突
飞猛进，种植牙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假牙一

统天下的局面。种植牙的特点就是可以当
天种牙当天用，完全不用担心时间问题，整
个牙齿就像本来长在口中一样，无异物感，
而且能承受和真牙一样的咀嚼力，软硬食
物想吃就吃。
”
听了肖院长的详细介绍，刘大爷当即
便决定选择做种植牙。实现当天种牙当天
用的刘大爷还表示：
“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一
口好牙，更是圆了我的武术梦。”如今，对
刘大爷来说，有了种植牙，多姿多彩的幸福
生活又重新为他敞开了怀抱。
缺牙别担心！和刘大爷一样，种一口
好牙，重拾幸福生活。
“感恩父亲节·种牙特
惠专场”前 50 名活动参与报名缺失牙者将
获得 10 项口腔诊疗、检查费用全部免费，一
对一种植专家设计方案，可享种植牙种一
送一。名额所剩不多，预约从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