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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余位市民填写问卷
购房者住房价值观调查活动正在进行

本报泰安 7 月 27 日讯(记者
梁敏) 上周四，本报发起《购

房者住房价值观调查问卷》活
动，经过一周的信息采集，已经
有接近 200 余位市民填写了调
查问卷。目前本活动仍在进行
中，市民可以将问卷填写后按照
问卷下方的地址邮寄或送至本
报泰安记者站，也可拨打电话或
者加入 QQ 群进行讨论。

本次问卷调查活动共提出
25 个问题，内容包含购房者信
息采集、购房动因、乐居区域调
查、购房者心理探究以及部分
楼盘宣传信息回馈等内容。经
过一周的信息采集，记者发现
问题焦点集中在预期房价与现

实房价差异过大、改善性购房
受困等。比如市民赵先生的问
卷回馈信息中提到，他最近刚
按揭购买了首套房，正在等待
银行放款。“我一开始打算买个
小一点的房子，毕竟我才刚毕
业没几年，一下子要家里出那
么多钱给买房子，心里已经很
不安了。可现在买第二套房子
的门槛太高了，如果一开始买
个六七十平米的小房子，以后
有了小孩，换大房子就困难多
了，所以我们还是选了个 12 0
多平方米的房子。”赵先生表
示，从办理了按揭贷款到现在，
已经接近两个月了，银行放款
还是遥遥无期，打电话去问，总

是说快了。“现在压力太大，再
不放款，那房子我想转手了。”
赵先生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市
民对房产新政的效果是持肯定
态度的，但是泰安百姓普遍感觉
泰安房价偏高，呼吁相关部门采
取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平抑泰安房价。

如果读者对泰城楼市有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不妨填写下面
这张调查问卷，把您对泰城楼市
的看法邮寄给我们。如果您有独
特的购房经历，也可以致电本
报，与读者分享。已经有市民加
入了本报《黄金楼市》专刊的专
属 QQ 群，并且专门撰写了自己

买 房 的 各 种 经
历，发送给记者。
《黄金楼市》记

者热线：6 98 2 1 1 7；邮
箱：qlwbxyg@163 .com；
专属 QQ 群：165610228；
欢迎读者加入讨论。

问题 1：你的年龄是：
25 岁以下□ 25 岁— 30 岁□
31 岁— 40 岁□ 41 岁— 50 岁
□ 51 岁以上

问题 2：你的职业是：
事业单位职工□ 企业普通职
工□ 中层干部□ 个体工商
户□ 来打工者□ 无业或失
业□ 退休□ 其他□

问题 3：你的婚姻状况是：
已婚□ 未婚□

问题 4：你当前的住房情况如
何？
租房住□ 住在父母或亲友处
□ 已买房住□ 住在单位分
配房□

问题 5：你现有多少套住房：
无住房□ 1 套住房□ 2 套
住房□ 2 套以上住房□

问题 6：你打算在何时购房(包
括住房、商铺)：
半年内□ 一年内□ 两年以
内□ 三年内□ 三年以后□

问题 7：你购房的主要动因：
解决无房问题□ 改善住房条
件□ 投资与改善住房条件相
结合□ 为子女购房□ 结婚
□ 其他□
问题 8：你希望在哪个区域购
房：

岱庙以东□ 长城路—岱庙区
域□ 长城路以西□ 其它□

问题 9：你想要购买房屋的建
筑类型：
多层□ 小高层□ 高层□
别墅□ 商铺□

问题 10：你想要购买房屋的面
积：
50 平方米以下□ 51 平方米
至 100 平方米□ 101 平方米
至 150 平主米□ 151 平方米
以上□

问题 11：你认为哪种楼盘促销
最有吸引力：
买房子送汽车□ 买房子送装
修□ 全款打 9 折，按揭 9 . 5
折□ 买房子免物业费□ 买
房子送旅游□ 直接降价 10%
□ 其他□

问题 12：如果你准备或已经买
房，你采用什么样的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清□ 商业贷款□
公积金贷款□

问题 13：如果是贷款买的房，
你的首付来源：
自己积蓄□ 请父母支援□
向亲友筹借□ 其他□

问题 14：房贷的月供占你家庭
月收入的多少？

30% 以内□ 30% ～ 50% □
50% ～ 70% □ 70% 以上□

问题 15：购房对你生活有何影
响？
压力很大□ 压力一般□ 没
有压力□

问题 16：你在购房前看重以下
哪些因素(多项选择)
地段□ 户型面积□ 开发实
力□ 自然环境□ 价格□
交通状况□ 物业管理□
社区配套□ 是否是现房□

问题 17：你在购房时担心遇到
的问题是：
楼盘广告与实际差距太大□
购房时有误导现象□ 购房面
积出现误差□ 配套设施不完
善□ 房屋质量问题□ 物业
管理不周全且收费不合理□
购房后房价出现下跌□
其他□

问题 18：你倾向购买的户型：
1 室 1 厅□ 2 室 1 厅或 2 厅
□ 3 室 1 厅或 2 厅□ 4 室 1
厅或 2 厅□ 其他□
问题 19：新交往一个异性朋
友，如果对方没有房子，你的态
度是：
不考虑继续交往□

边交往边考察对方有无特别优
势□ 无所谓□ 不好说□

问题 20：在你择偶过程中，你
认为有没有房子重要吗？
非常重要，没房子不行□ 感
情重要，有房更好□
无所谓□

问题 2 1：在你选择婚恋对象
时，你父母对对方有无房子的
态度是什么？
没房坚决不同意□ 比较看
重，实在不行也能接受□ 不
断提醒暗示□ 不干涉□

问题 22：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
房子，对你的结婚时间有哪方
面的影响？
取消婚约□ 推迟结婚□
按期结婚□
问题 23：你对下半年房价走势
预期：
持续上升□ 保持稳定□ 有
涨有跌，楼盘差异拉开□ 下
跌□ 不好判断□

问题 24：调控政策对你的购房
计划有何影响：
限购限贷影响了买房计划□
政策严厉打算观望□ 遇到合

适的就买不关注政策□

问题 25：你对市区哪个楼盘印
象深刻？为什么？

_

对本问卷感兴趣或者希望
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市民，可以
将此问卷剪下回答后，邮寄或
者送至：泰安市长城路时代明
珠商务大厦 12 楼 B6 房间，也
可以拨打电话 0538-6982117进
行阐述。市民还可以加入 QQ
群 165610228，与记者和其他市
民讨论。本报将于下周将问卷
统计结果予以刊登，市民对于
泰安楼市的独特看法，也将一
并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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