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哪些楼盘最值得期待？

购房者最关心的是

“什么样的楼盘值得购房
者期待？"记者为此采访了

临沂房地产界的有关专家

和一些品牌开发商，大家

普遍认可的“值得购房者
期待的楼盘”主要应包含

以下几点：

灶首先应该是手续齐
全的正规楼盘，这是我们

所有期待的基础。近来有

报道部分城市由于限购导

致小产权房热销，但是充

满着政策风险的小产权无
论怎样热销都难以称得上

是期待楼盘。

灶项目与区位规划或

城市发展同步，这样的楼

盘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

及更高的升值空间，因而

和规划成熟地段的楼盘一

样，有很高的性价比。

灶项目占据着稀缺生

态资源的楼盘。稀缺生态

资源属于不可复制、具有

永久性的资源。比如临沂

的滨河板块，就是最早起
步的高档生活住宅区。

灶具备品牌和资金、

技术等优势的优秀开发商

开发的楼盘。他们或者具

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以规模

取胜，或者具有独特的优

势以特点服人，但统一的

是，他们具有深厚的开发
经验和背景实力，有眼光

进行长线经营和长期规划，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完善

的产品及更专业的服务。

灶设计先进、居住环

境优美的楼盘，可以满足

人们高品位居住生活的需

求。先进的设计，是保证

楼盘保值增值的重要因

素。比如在几年前汽车还

未如此普及的时候，就提

前进行充足车位规划的楼

盘，必然是现在更加抢手
的楼盘。随着城市人口密

度的增加和高楼的增多，

有着良好绿化环境的项目

必然是弥足珍贵。

灶售后及物业管理规

范的楼盘。大量的事实表
明，良好的物业管理，不
仅是项目保值增值的重要

因素，也是衡量房屋出租

租金等的重要指标。

概括起来，值得购房
者期待的楼盘，必定是适
合人们居住的楼盘，而性

价比、升值潜力、房子品
质、公司品牌及项目规模

等最受购房者关注。

最期待楼盘花落谁家?

依据特有的自然条

件，临沂市委、市政府规

划形成“一河五片、组团

发展、以河为轴、沿河而

建”的空间结构。各个片
区，都有着自己独到的优

势和发展特点。可以说，没

有不好的地段，只需要把握
地段的眼光和魄力。

扎兰山中心城区：

兰山中心城区是最早

发展的片区，也是目前成

交量最集中的片区。成熟

的配套设施和强大的经济

支撑对购房者的吸引力还

是很大。不过，在城区内

可供开发的大宗土地很难

得，许多开发企业在不大

地盘上精益求精。目前，

临沂市区的项目并不非常

多，不过需要旧城改造的片

区仍然很多，相信未来这里

依然是开发的重要市场。

扎北城新区

前几年，北城新区就

是个大工地，到处修路、

盖房，晚上人烟稀少。现

在已初具规模的北城新区

在先进的规划设计和现代

化建设下，有烟波浩渺的

人工湖，鳞次栉比的大

厦，一个新城正在展现在

世人面前。

如果说 2009 年以前，

在北城新区投资还要顶着

一定风险的话， 2009 年以

后，这些风险已经转化为

收益。这个区域的楼盘也

以规模大、档次高闻名。

北城新区的开发也呈现出

一定的脉络： 2010 年前是

高层占供应主流，而今年

这一片区的别墅、花园洋

房等业态将集体发力。

扎河东区

半壁江山是河东，河

东区和经济开发区也是人

们公认的“价值洼地”，

尤其是沿河地段，在兰山

中心城区内的河西基本被

开发完毕后，这片水域的

价值就越发凸显。

另外这片地区相对较

低的价格，也吸引了不少

“新临沂人”，一些来自

县城和外地的购房者比兰

山区的居民更乐意在这里

购房置业。这里有足够的

潜力，也有足够的期待，

片区的配套设施发展，或

者将是决定价值的关键因

素。

扎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0 年末，临沂经济

开发区正式升级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从

几年前 GDP 还是垫底、如

今已经跃居全市第四位的

片区有了更大的发展片

区。这里也有“价值洼地"

的美誉，而开发区良好的

工业基础、充足的产业人

群让房地产的开发有着足

够的底气，五星级大酒店

的建设、别墅的开发充分展

示着这个地方的野心。

不过技术开发区对于

兰山中心城区的居民来

说，要跨现实中的河，先

要跨心中的“河”。正如

几年前的北城新区一样，

或许谁先跨出这一小步，

未来就能领先一大步。

扎罗庄区

罗庄区在近年来风起

云涌的楼市中显得有些沉

默，价格也是几个区中相

对较低的，不过今年以来

以光耀地产、华创金桂

园、江泉国际等项目为代

表，罗庄开始发力。其

实，罗庄既有着丰富的人

口资源优势，又有着良好

的工业基础，无论从人口

和经济上都有着巨大的消

费潜力，不同于河东区和

开发区和北城新区，罗庄

区和兰山中心城区“天然

连成一片”，罗庄区的发

展得天独厚。也许，罗庄

区需要的不是金钱和人

口，而是对于这个片区的

信心和环境建设。

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月 26 日高新区重点

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13 个过亿元重点招商项目

落户高新区，涉及先进制

造、光电信息、新能源、

新材料、商贸服务等产

业，总投资 112 亿元，用

地 5900 多亩。其中包括

“西部·新城”城市功能综

合体项目，总占地面积

4350 亩，总投资 80 亿元。

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房地产

也开始发力。高新技术开

发区扼守着市区的“西南门

户”，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

会有着更多的发展机会。

关于 2011 年楼市还有
很多美好的规划值得期

待，所以让我们的期待再

飞一会儿……

(专刊记者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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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项目值得期待 有多少房子值得去买

2011 楼市，让期待飞
刚刚过去的 2010 年，新政频出，调控不断。中国楼市

跌宕起伏，风云变幻。 2011 年，在面对着楼市“调控年”

里，临沂打造三线城市最健康房地产市场的决心没有改
变，临沂楼市以刚需型住房结构为主、炒房较少、楼市基
本无泡沫的基本形势继续维持。

应该看出，在当前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大的情况
下，楼市调控考验着各地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既要遏制房
价、保障民生，又要稳定市场，促进经济发展。调控政策是为
了让楼市更健康的发展，在新的一年，在开发企业、购房者及

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人们心中都会有所期待、有所关注。临沂

楼市会有怎样的变化？谁又是最保值、最有升值潜力的项
目，本报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一为您解开答案。

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

正确理解国家调控与临沂市场

2010 年以来，为抑

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

涨，国家实施了一系列

的调控政策，力度之大，

措施之严厉，前所未有。

新“国八条”主要的调控

对象是目前房价高企，

泡沫化严重的各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

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

快的城市，要求从严制

定和执行住

房限购措

施。对

我

市这种住房需求主要是

自住型和改善型需求，

房价处于合理价位，没

有泡沫的三线城市，应

正确理解新“国八条”政
策的最终目的是保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实质。因此，要结合本
地实际，出台相关实施
细则，既要确保遏制房
价过快上涨，又要防止

出现过度下滑，努力保

持房地产市场整体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达到“总

量平衡，结构合理，价格
稳定”的总体要求。

近期，国内已有部
分一二线城市陆续出台

了贯彻意见。按照市政
府的要求，市房产和住

房保障局也在加强市场

分析调研的基础上，草
拟了我市贯彻国八条加

强市场调控的意见，近
期市政府将研究出台。

调控的措施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加保障性住

房供应。根据国家和省
要求，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任务大幅增加，由

原计划的 7968 套增加

到 14500 套。2011 年计

划新建保障性住房 180

万平方米，解决和改善
2 . 75 万户中低收入家庭

的住房困难，其中新建
廉租住房 700 套、3 .5 万

平方米，廉租住房租赁

补贴累计达到 3090 户，

新建经济适用住房 1 万

套、60 万平方米，新建公

共租赁住房 3800 套、23

万平方米，城市棚户区
改造 1 万户、90 万平方
米。进一步明确建设用

地、资金等方面的扶持

政策。探索多种形式的

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模

式，试行在商品住房中

配建保障性住房。

二是严格执行国家

房地产税费调控政策，

合理引导住房消费。严

格执行国家关于个人转

让住房营业税的有关政
策，严格执行差别化住

房信贷政策。支持自住

型和改善型住房消费，

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

房和投机性购房，抑制

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

三是从源头上加强
土地供应调控。根据我
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
际，科学合理地确定土

地推出的节奏、数量、结
构和价格，加强土地放
量管控，确保商品住房

用地总体供应充足。

四是加强房地产市
场监管。要切实采取有

力措施，强化工作责任，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力

度，坚决贯彻落实各项
调控政策，保持房价基

本稳定。组织开展房地

产市场秩序专项检查，

对已发放预售许可证的

商品住房项目进行清
理，加大对开发企业捂
盘惜售、囤积房源、散布
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

序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
处和曝光力度。严格限
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

机性购房，抑制投资投

机性购房需求。加强预

售资金监管和存量房资

金监管，防范房地产金
融风险和损害购房者行

为的发生。加强房屋中

介和房屋租赁市场管

理，规范中介和房屋租

赁市场发展。

五是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理性的消费需

求。要建立完善信息发
布制度，及时披露房地

产市场信息，引导居民

根据自身居住状况和经

济承受能力理性消费。

防止虚假信息或不负责

任的猜测、评论误导消
费预期。

“光耀·荷兰水乡杯”

女书画家优秀作品展开幕

荣盛·香醍荣府

二批瞰景洋房预选

滨河阳光高层房源

即将公开

楼市动态>>

本报讯 3 月 5 日，

由临沂市文联、临沂市
妇联主办，临沂市女书
画家协会、光耀·荷兰水

乡承办的临沂市庆祝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光

耀·荷兰水乡杯”女书画

家优秀作品展在光耀·荷

兰水乡营销中心开幕。

本次共展出书画精

品二百余幅，参展作品

题材广泛，或精啄花

鸟、鱼虫，或铺墨山川

写意，或醉心人物情
境，或致力于书法线条

锤炼，意趣各异。女性

书画艺术家和书画爱好

者作品字里行间，画里
画外无不倾注着对沂蒙

家乡的爱，打造沂蒙巾
帼艺术品牌的愿望。

(田慧)

本报讯 3 月 6 日，

荣盛·香醍荣府销售中心

举行二批景观洋房预选

活动，成功预选客户当

天可参与抽奖，最高获

得 8888 元购房优惠券。

50 多名客户成功选房，

并由一位陈女士摘得大

奖。

荣盛·香醍荣府项目

由山东荣盛富翔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2010 年 12 月份首度公开

亮相，并取得了销售过

亿的骄人的业绩。荣盛·

香醍荣府开盘在即，在

开盘前认购荣盛·香醍荣

府 VIP 不仅可以提前预

约选房，还可享受最高
1 . 5 万元 VIP 优惠和开

盘优惠。 (田

慧)

本报讯 滨河阳光

高层项目即将面世。此次

高层房源包括“楼王”在

内的 1-4 号楼，面积 75-

310 メ，户型多样。现在售
楼处已接受登记。

滨河阳光由临沂众

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打

造。项目地处沂河祊河双

河交汇处，北靠世界景观

湖、文化长廊、临沂市政

务中心；南临祊河；西接
沂蒙路；东临动植物园、

阳光沙滩及澜泊湾大酒

店。小区内商业、会所、停

车位一应俱全，并有高品

质的幼儿园。项目总建筑

面积 100 万平方米，产品

由多层洋房、豪景高层、

叠加别墅组成，满足不同

寻求的客户。

(李立军)

前言：从本期起，我们将针

对房产政策等方面的热点，以及

读者在购房置业家居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邀请有关部门进行解答

梳理帮助。针对房价上涨问题这

一市场焦点，以及国家于今年年

初出台的新“国八条”、对房地

产市场进行调控这一市场热点，

临沂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为读者

概括了临沂市场的特点和形势，

以及未来的做法。有问题的读者

也欢迎联系《鲁南商报·楼市周

刊 》 进 行 进 一 步 咨 询 ， 邮 箱

tianhuiqlwb@163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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