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别

土木
工程系

建筑系

工程
管理系

设备
工程系

建设信息
工程系

专业名称

土建施工类

测绘地理信息类

道路运输类
城市轨道交通类

铁道运输类

建筑设计类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建设工程管理类

房地产类

财务会计类
安全类

建筑设备类

自动化类

市政工程类

计算机类

通信类

包含专业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质量检测）

建筑工程技术（装配化施工）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

工程测量技术
国土测绘与规划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建筑设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装饰石材）

古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
园林工程技术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风景园林设计

城乡规划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造价
建筑经济管理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建设工程监理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物业管理

会计（建设会计）
安全技术与管理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消防工程技术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电梯工程技术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市政工程技术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
给排水工程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技术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移动通信技术

招生计划
（人）

300

120

40
40
40

360

20

450

40

40
20

140

120

70

120

40

学
制

三
年

科类

文科
理科
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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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单独招生简章

电话：0371-67875029 67875027 招生代码6269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成
立于1956年，位于河南省省会
郑州，毗邻郑州市常西湖新区，
在校生14000余人，是河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直属的全省唯
一一所建筑类高等职业院校。
是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
校、河南省省级优质高等职业院
校、河南省现代学徒制省级试点

院校、河南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
范学校、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
校。荣获河南省委省直机关工
委五好基层党委、河南省直属机
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先进基层工
会荣誉称号。荣获全省创新创
业优秀单位、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连续四年荣获省住建厅五好党

委、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工会荣
誉称号，连续四年在全省教育系
统“两创两争”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中获多个奖项，连续四
年在全省高校社会评议中荣获

“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最佳示
范院校”荣誉称号，被誉为全省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人才培养的
摇篮。

一、招生对象
已参加河南省2018年普通

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者和已
参加河南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
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以下简称为对口招生）考试
报名者。（我校单独考试招生不
收取任何费用）

二、报名考试安排
网上报名:3月20日—3月

23日。考生网上报名和志愿填
报请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

考试服务平台”（http://pzwb.
heao.gov.cn）。
免试考生证件验收：3月24日。
符合免试的考生到我校教务处
提交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并上交《2018年河南省普通高
等学校招收技能拔尖人才免试
入学审批表》（下载地址www.
hnjs.edu.cn/zjb/）。
打印准考证:3月29日—3月31
日。考生登录我校单招报名系
统直接打印准考证（http://
www.hnjs.edu.cn）。

笔试、面试：4月1日。“文
化知识”考试时间为：2018年4
月1日9：30-11：00。职业适应
性测试（技能测试）时间为：2018
年4月1日13：00-17：00。

公布成绩：4月5日。在我
校网站上公布单独考试招生成
绩 （http://www.hnjs.edu.
cn）。

公示拟录取名单：4 月 9
日—13日。在我校网站上公示
单独考试招生拟录取考生名单
（http://www.hnjs.edu.cn）。

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黄锐
律师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业主与开发商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后，开发商具有按照合
同约定交付房屋的义务。本案
中，裕福特公司交付房屋不符合
合同约定，导致袁先生装修错误
等一系列损失，裕福特公司需要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物业公司

在业主装修前没有核对装修房
屋权属即办理装修手续也有部
分责任。同时黄律师提醒广大
消费者，房屋买卖为大宗交易，
开发商交付时一定要认真核对，
在交易过程中由于自己疏忽导
致损失的，也会承担一定的民事
责任。

唉! 13万装修了别人的家
开发商办错手续，项城一业主遭遇烦心事

□记者 吕高见 文 张琮 摄影

核心提示|“辛苦装修了两个月的新房，没想到却成了别人的家。”这几天，家住周口项城的
袁先生一直很郁闷，他向大河报记者反映，在学府花苑小区购买了一套新房，当初因开发商河南
裕福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福特公司”）办错了手续，导致他装修中途房主找上
门。

涉事开发商裕福特公司承认，造成这样的结果他们和装修的业主都有责任，希望三方坐下
来积极协商，如果实在协商不成，建议袁先生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目前此事仍未达成一致，正
在进一步协商当中。

【事件】业主在装修房子时，突然被告知装错了

据袁先生介绍，2015年10
月，他在学府花苑小区花29万
元购买了一套房子，位置在29
号楼1单元1603室，当时房子正
在建设，购房合同一直在其嫂子
家保存。袁先生说，去年12月
底，裕福特公司为他办理完手
续，拿到钥匙后，他也没注意仔
细看合同就开始装修房子。“没

想到，装修途中却出了大问题。”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整

个头都蒙了。”袁先生回忆，今年
正月初六那天，裕福特公司突然
打电话称他装修装错了房子。
当时他认为不可能的事，后来回
家看合同才发现，裕福特公司开
的手续确实存在问题，手续和钥
匙都是29号楼2单元1603室，

他装成了别人家的房子。
袁先生告诉记者，当时很窝

火。他前后辛苦两个月，白忙活
了不算，仅装修水电、地板砖、地
暖、墙砖等就共花费了13万元，
是裕福特公司开错票据和手续
才导致他装错房子，如果开发商
不给钥匙，他也进不去房子装
修，损失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

【回应】开发商承认有过错，但表示业主也有责任

3月13日下午，大河报记者
来到项城建设路西段路北的学
府花苑小区。记者注意到，29
号楼1单元和2单元相隔不远，
差一个门洞，两户房间都在16
层。29号楼2单元1603室内堆
放着装修材料，地板砖、地暖等
已完工，里面有工人正在装修。

该房房主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2015年 3月购买的房子，

袁先生装错了房子不关他的事，
如果有问题可和裕福特公司谈。

“我们承认错了，可以补偿，
但业主袁先生也有责任。”裕福
特公司一名张姓经理在受访时
表示，当时双方在办手续时都仔
细看看合同，就有可能避免出现
这样的情况，再说袁先生购买的
房子，他自己连房间位置都不知
道吗？现在问题出现了，不管谁

对谁错，就要协商解决，之前他
们从中间也协商过几次，但双方
一直未达成一致。

张经理说，他找张先生协
商，对方之前称愿意出1万元，
但现在一分钱也不同意出了。
袁先生表示装修花了13万元，
但不能他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需
要物价局或第三方评估公司进
行评估，然后再谈赔偿事宜。

【调查】
不同单元两户，房屋平面图相同

大河报记者调查发现，袁先
生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
三条“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
情况”显示为 29 号楼 1 单元
1603室，而张先生确为29号楼
2单元1603室，但是在其两份合
同后面附件1房屋平面图却显
示，两户为相同的户型，备注均
是29号楼2单元西户，也就是
1603室，右上方都盖有裕福特
公司公章。

值得注意的是，学府花苑小
区物业给袁先生开具的装修押
金和物业服务费均是29号楼2
单元1603室。

为何会造成装修装错房这
样的结果？裕福特公司张经理
表示，当时办手续时袁先生事先
就知道单元门搞错了，他曾听到
物业公司保安转述说错了就按
这样装，不关他的事。3月13日
下午，大河报到物业公司寻找该
名保安证实未果，多次拨打他的
电话也一直没人接听。对此，袁
先生否认，他说自从买完房后就
没看过合同，导致后来的装错
房。此外，他拿着购房合同到裕
福特公司办理手续，是对方搞错
了，他才按着手续进行的装修，
如果不是打电话给他，他根本就
不知道。

而张先生则认为，自始至终
不关他事，现在他只管装修房
子。学府花苑小区物业公司表
示，这是开发商和业主的事，他
们也管不到。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官网显示，裕福特公司成立
日期2011年11月21日，营业期
限至2021年11月21日。行政
处罚一栏显示，曾3次受到行政
处罚。2013年8月29日，周公
（消）决字[2013]第 0023 号文
件，被周口市公安消防支队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未经
消防设计审核擅自施工。2017
年9月，先后被河南省项城市地
方税务局、周口市项城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以违反税收管理，未按
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
送纳税资料处罚和经营者以格
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侵害消费者权益罚款，没收违法
所得，责令改正。

3月14日下午，记者致电项
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信访办一
名工作人员称，之前和他们进行
过相关调解，目前一直不知道结
果如何，业主也没和他们联系。
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继续关
注此事，尽量帮大家协调好。

【说法】
造成的过错，开发商、物业和业主都要承担责任

两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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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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