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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新闻

小户型投资价值凸显
小户型写字间受宠

日前济南市政府出台的
房地产调控新政规定，对在
本市已拥有2 套及以上住房
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
籍居民家庭、不能提供2 年
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 年以上
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
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
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
售房。

一时间楼市密云重重，投
资者的目光随即转向了不受政
策影响的商业地产，而商业地
产也以独有的抗跌性吸引投资
者目光。“限购令”新政中对
当前住宅市场或多或少地受到
了影响。据笔者调查，在上周
末开盘的三四处楼盘中，当日
销量最好的也未达到新推房源
的50%，与以往的“抢购”现
象比市场略显“冷静”。相比
下，省城商业地产中一些优质
商务办公写字楼开始大受关
注，近期中铁·汇展国际、燕
山盛世·峰上、鲁商国奥城等
商业项目，售楼处来访量比以
往有了明显的上升。

采访中，谈到当前写字楼

投资市场环境，位于经十路
与二环东路上的燕山盛世峰
上项目王部长称：“新政的
出台正好给写字楼市场创造
了机会，但投资写字楼要求
投资者具有更加专业的判断
力，投资时应认真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做到有的放矢，方
可拥有较好的投资回报。一般

情况下，选择商务办公空间
时，要从长远投资的角度去考
虑,要看重写字间的稳定回报
和升值潜力，如城市中心、
商圈云集，交通便捷、配套
完善等等，这些写字楼项目
抗跌能力强，投资回报稳定，
投资风险低。”

笔者对写字楼的小户型投

资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按
照每平方米12000元的销售价
格计算，租金3 元/ 平方/ 每
天，一套建筑面积48平方米的
小户型，房屋总价在57 . 6万
元，月租金43 2 0元，年收入
51840元，年投资回报率9%。从
商业贷款看，首付296000元，
贷款280000元，贷10年，等额

本息还款，月还3288 . 6元。从
上面我们能看出来，我们的租
金收益是每月4320元，去掉还
款32 8 8 . 6元，每月净收益是
1031 . 4元，年净利润12376 . 8
元，稳定递增的投资收益明显
可见。

公寓销售入佳境

近期，普通公寓、精装公
寓的投资在不动产投资比例中
也呈上升趋势。华强商务精装
公寓30-60平方米户型、鲁商国
奥城60-80平方米精装公寓等项
目，均以不受“限购”、“限贷”、

“限籍”等新政策影响，而且首
付比例较二套房还低10%，得
到了市场和客户的极大关注。
据国奥城项目工作人员介绍：
当前购房者对房屋“保值、增
值”的需求较为明显，60-80m2

的精装公寓，投资门槛较低，
加之其地段、规划、配套、品
牌等方面的优势，拥有较高的
投资价值，吸引了众多投资客
户。据悉，该楼盘精装公寓的
成交客户主要是投资客群，平
均单周成交10套左右，公寓销
售渐入佳境。

(楼市记者 贾婷)

3月7日，济南调控细
则出台，4月1日《房地产
经纪管理办法》实施，近
期层层加码的政策让楼市
“轻闲”了许多，房产中
介则陷入了人才争夺、内
部整顿的氛围中。加盟扩
张，提升服务，静观其变
等成为了当下省城地产中
介经营的几大状态。

东关大街一位21世纪
加盟店负责人称，如今大
家的观望情绪更浓，上门
的客户少了许多，除了一
些小户型、学区房等满足
刚性需求的房子好卖一
些，其他的房源大大减
少。

他说，除了限购因素
外，还有相关费用的增加
导致经营的不景气，如契
税的缴纳由原来以个人为
主体改为以家庭为主体，
导致一些合同无法履行，
或增加了成交的难度。在
这个状态下，他们能做的
就是加强内部的培训，更
好的提高服务意识，为客

户把好关，及时跟踪回
访。

在目前市场形势下，
有的中介公司则在逆市扩
张，在齐鲁楼市不动产机
构我们了解到，目前机构
除在济南进行加盟店的招
商外，最近还要在济宁，
临沂等地市扩张，有关负
责人赵炜介绍说，目前齐
鲁楼市不动产签约加盟的
有40多家，今年计划再扩
张一倍，而在费用方面，
也要提高门槛，力争把品
牌做大做强。

为在困境中生存，人
才的争夺战也在中介行业
展开，一家中介公司的女
店长近日来也是频频接到
邀其入伙的电话，使她在
打工和创业两方面举旗不
定。一品牌加盟店总经理
金田分析说，在房源减少
的情况下，好的店长由于
对所在区域商圈比较熟，
客户资源多，因此成为了
各公司争抢的目标，从而
提高门店的业务量，但另

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挖墙
角的行为在目前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这会
造成经营成本的提高，以
及由于待遇的显著不同而
使得内部不团结，反而削
弱了公司整体实力。同时
他认为，行业越发展，诚
信越重要。

针对马上要实施的房
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玛雅
鹏润店负责人修金山也是
表示出了很大的关注，他
说，房产中介的正规化是
将这一行业作为终身事业
的同行所期盼的。一些逆
市飞扬的公司除了依靠强
大的后台支持外，就是完
善内部的管理。他认为，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
介行业是一个朝阳的产
业，随着房地产产品数量
的逐步稳定，以及人们异
地居住的情况增多，一个
更大范围的中介网络是未
来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
的。

(楼市记者 田园)

楼市调控逐渐深入，目
前资金尚且无忧的房地产企
业纷纷未雨绸缪，备粮过冬。
近日，向来作风稳健的龙湖地
产在港上市后首次进行了“自
我体检”，获得国际权威评级
机构标准普尔及穆迪首次评
级。有敏感的市场人士估计，
体检过关，或许是龙湖地产在
国际资本市场上出手的前奏。

无独有偶，在内地楼市
调控步步紧逼之下，自1月至
今，恒大地产、碧桂园、中骏
置业、合生创展等在香港上
市的内地房企为了准备充分
的现金流而纷纷发债。

内房股

掀起发债融资大潮

3月3日，龙湖地产发布
公告称，其获得国际权威评
级机构标准普尔(S&P)及穆
迪(Moody)首次评级。其中，
标准普尔给予BB+评级，穆
迪给予Ba2评级，展望均为稳
定，为目前民营房企中最高
水平。

“国际机构给予上市企
业评级，很有可能该企业近
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动
作。”一位投行人士认为：
国内调控日益深入，全年政
策收紧的趋势非常明朗，房
企为了准备充分的现金流，
目前在国际发债时间窗口开
启的时候，融资恰逢其时。

针对这一猜测，正处于
年报公布前静默期的龙湖地
产并未给予明确回应。龙湖

集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
管人士表示，不排除发债的
可能性，并透露“上市后的
龙湖并未涉足过债券市场，
公司将根据情况在资本市场
寻找合适的时机，期待给投
资者有价值的回报。”

事实上，“新国八条”
横空出世，全国各地20多个
城市陆续限购，楼市成交将
陷入低迷的趋势已非常明
显，开发企业通过销售回笼
大量现金越来越难。再加上
房企各种融资渠道被调控政
策“围追堵截”，在这种情
况下，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房
企借道海外融资平台，另辟
蹊径，掀起一股发债融资大
潮。

自1月份海外高息债券

融资窗口开放以来，中骏置
业、恒大地产、碧桂园、合生
创展等内房股巨头纷纷举起
发债大旗。据不完全统计，1
月至今，此轮发债规模已超
过270亿元人民币。

三季度

房企资金压力最大

“楼市调控力度的加大
使市场发生大变化，此时发
债集资，可以使经营更加稳
健。”在发债路演时，恒大
地产主席许家印已对今年楼
市做出预判。中骏置业执行
董事在发债成功后也表示，
调控已经常态化，对企业来
说要储备充足的现金流。

“除了恒大以外，目前

发债的其余几家上市房企资
金情况尚属良好。由于前两
年楼市销售火爆，房企大多
有所积蓄，目前资金情况普
遍无忧，但可以预见的是，
今年房企整体将处于资金净
流出的状况，全年资金仍将
偏紧。”莫尼塔(上海)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分析师向记者
表示。他认为，由于房企融
资渠道的收窄，加上政策影
响下的销售不畅，今年三季
度将是房企资金压力最大的
时候。因此，有条件的房企
趁早发债融资，囤粮过冬，
不失为明智之举。

除了海外发债，永远也
不嫌钱多的房企也在通过其
他各种渠道积极融资。一位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近期

房地产信托业务市场颇为活
跃。“一个信托产品的募资
规模一般为几亿元，比较符
合二三线城市地产项目开发
的融资要求。虽然房地产信
托产品的融资利率高达15%
以 上 ， 市 场 需 求 依 然 较
大。”该人士透露。

据安信证券的统计，
2011年1月份集合信托计划
中，房地产信托的成立规模
占 全 部 信 托 成 立 规 模 的
37%，成为占比最大的信托
业务种类；而截至2月1 7
日，处于推荐中的信托计划
达26款，2月份投向房地产
的信托计划已经达12款，占
总款数近一半的比例，发行
规模可能将超25亿元。

(朱楠)

资金面趋紧 房企掀起发债融资大潮

房产中介行业困境求存楼盘 位置 物业类型 户型面积 最新动态

中海国际社区 济南九曲 高层、别
墅等 87—107m2 预计3月份左右首次开盘。

中海奥龙观邸 龙奥大厦东
500米 精装高层 86—136平米 珍惜房源全城热销，购房6重大礼，周

末更有精彩活动。
诚基中心泉城
新时代 和平路47号 商铺 10-100平米 均价在25000-30000之间,优惠政策2万元抵

3万，一次性付款9. 8折。

海信慧园
高新区中央

核心
高层

二期户型93平
米舒适两居、
113平米品质
三居

购房最高可享3万元优惠，此外购房砸

金蛋大礼送不停。

伟东·白金瀚
宫

玉函路102号

（玉函路派

出所对面）

一梯两

户、板式

小高层

120m2醇美两

居，160—180

平米奢华三居

98折认购优惠即将于3月14日结束，超值

折扣，限时递减。

丁豪广场

工业南路与
舜华路交界
处（国际会
展中心对
面）

商务公
寓、商务
办公和商
业

公寓面积约
40、60、80、
120平方米的
四种户型

预计四月底开盘。

连城水岸 经十路与段
兴东路交叉
口南100米

高层 99-148m2
7号楼中央成熟现房，3月12日公开认

筹，享2万抵4万超值优惠。

盛世名门
天桥三孔桥
街与北园大
街交会处

高层
中央景观庭院
103-118m2精致
三居

一期、二期售罄，新品1#楼典藏宽景王
座倾城热销，市中心绝版超值7960元/m2

起，目前热销中。

康桥·圣菲

长清大学科
技园紫薇路
与芙蓉路交
口处，园博
园东临，双
龙山南麓

南加州风

情西班牙

风格(Mis-

sion)别墅

多种别墅户型 别墅270m2约260万元、350m2约300万元、

460m2约470万元、530m2约560万元。

蓝调国际 化纤厂路与

华能路交会

处

高层
以104平米跃

层为主
均价8000元/平米，销售已超过95%。

逸城山色
旅游路与洪
山路交叉口
路南

小高层
95平米二居

129平米三居

3万抵5万优惠权登记，均价9800元/平

米。

楼市情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