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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6 调 查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谢
晓丽) 日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
了 2 月份全国百城住宅价格情况，聊
城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 . 4%，均价为
4270 元/平方米，比 1 月涨了 17 块
钱。

2 月份，全国 100 个城市住宅平
均价格为 8767 元/平方米，环比下跌
0 . 30% ，其中 27 个城市价格环比上
涨，72 个城市环比下跌，1 个城市持
平。聊城在这 27 个环比上涨的城市
之列，位居第 16 位。2 月聊城住宅样
本均价为 4270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0 . 4% ，比 1 月份的 4253 元/平方米
涨了 17 块钱。去年同期，百城价格指
数显示聊城市的住宅均价为 4166 元
/平方米。

我省的威海、德州、青岛、东营、
济南、淄博、聊城 7 个城市在百城价
格统计之列，聊城是房价唯一上涨的
城市，威海持平，其余城市都呈下跌
态势。

记者走访聊城市区多家房产公
司了解到，目前在售的多数楼盘没
有优惠或取消了优惠活动，即使有
优惠活动的楼盘优惠力度也有所下

降。一在售楼盘的售楼员说：“你说
的优惠是以前的，现在已经取消
了。”记者了解到，目前优惠幅度最
大的是西湖馨苑的顶层，全款 9 折、
按揭 93 折。星光城市广场全款按揭
依然是 95 折的优惠，而其余楼盘的
折扣都很小。

聊城沣德置业房地产机构总经
理满昌国告诉记者，2 月份聊城房地
产市场大多数楼盘的价格并未发生
太大变化，价格下降的趋势放缓，有
的还取消了优惠促销，拉动了房价小
幅上涨。

2 月份聊城房价涨了 17 块钱
在我省 7 个城市中，聊城是房价唯一上涨的城市

本报聊城 3 月 8 日讯(记者 谢
晓丽) 8 日，记者走访聊城市区多
家在售楼盘了解到，聊城楼市依旧
低迷，看房的人开始多了，但真正买
的还是很少，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
的博弈依旧持续。

8 日，记者在柳园路一售楼中
心看到，大厅内没有看房者，只有四
位工作人员在闲聊，看到有人进来
后，其中的一位起身给记者介绍房
子。在销控表上记者看到，售出房源
都用红色的标记标出来，而标记的
销售房源和记者上次来看时没有多
大区别，9 层、10 层、11 层等好楼
层的房子还没卖出去。在来访登记

表上记者看到，5 日、6 日分别有四
五个人来看房，7 日看房的人较少，
只留下了两个人的联系方式。

在建设路的一售楼中心内，有
两三位看房者，置业顾问正在介绍
房源和价格。“也不一定现在买，就
是先问问价格，看看降没降。”正在
看房的冯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房子
不降价，现在不打算买，还是等等
看。

柳园路另一售楼处也有几位看
房者，其中的一位看房者称，去年他
来过一趟，现在的价格优惠幅度比
年前大了点，但现在仍不打算买房。

“如果楼市不回暖，房子降价是迟早

的事，现在聊城的房价偏高，就看开
发商和购房者谁能挺住。

聊城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房子的销
售情况不太乐观，和去年同期相比
差远了。但具体差多少，他表示系
统正在更新，暂时不能提供具体数
字。

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博弈依
旧持续，面对这场博弈，不少开发商
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很多达到开
盘条件的楼盘将开盘时间一拖再
拖。记者采访的数十家楼盘，3 月份
都没有开盘计划，问及具体何时开
盘，都表示再等等看。

聊城楼市销售持续低迷

买卖双方都想再等等

不管房子好不好卖，工程不能停。图为振兴路上一处在建的楼盘。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7 日，记者走访了解
到，目前市区在售楼盘有
阿尔卡迪亚、翡翠城等 21
个，这些楼盘中，西湖馨
苑、和馨园、隆鑫园、当代·
国际广场以及中华苑南苑
和东昌华庭处于清盘期，
所剩房源不多，但去年三、
四季度开盘的楼盘还有相
当数量的房源可售，库存
量比较大。

从价格上看，东昌华庭
均价为 15000 元/平方米，
伟业·中华苑南苑为别墅
区，均价在 8000 元/平方
米。而均价在 6000 元/平方
米以上的几个楼盘，多靠近
市中心或毗邻学校，比如清
华园均价为 6500 元/平方

米左右，正泓新天地、现代
嘉景苑均价也都在 6000 元
以上。均价在 4000 元/平方
米— 6000 元/平方米的楼
盘多在市区但距市中心稍
远或开发区楼盘。均价在
3000 多元/平方米的楼盘
则位于嘉明经济开发区或
新南环附近。

一业内人士称，春节过
后，市区没有新楼盘开盘，
这些在售楼盘多是去年开
盘。开盘早的楼盘卖得应该
差不多了，而一些三、四季
度开盘的楼盘，销售速度比
较慢，尤其是一些体量大的
楼盘。所以多个开发商目前
主要以消化剩余房源为主。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市区在售楼盘有 21 个
多为去年开盘，以消化尾盘为主

楼盘名称 价格（元/平方米）

东昌华庭 均价 15000

伟业·中华苑南苑 均价 8000

湖畔佳苑 均价 6600 左右

清华园 均价 6500 左右

现代嘉景苑 均价 6400 左右

隆鑫园 均价 6300 左右

正泓·新天地 均价 6000 多

和馨园 均价 5600

御润·国际豪庭 起价 4900 ，均价 5400

金柱·月亮湾 起价 5200

阿尔卡迪亚 均价 4900

桐风家园 B 区 均价 4900

翠堤湾 均价 4800

星光·城市广场 均价 4800 左右

奥林城市花园 均价 4600

当代·国际广场 均价 4200 左右

西湖馨苑 4000 （多为顶层房源）

星光·水晶公寓 均价 4000

翡翠城 均价 3800 左右

裕昌·水岸新城 均价 3500 — 3600

盛世嘉苑 3300 — 3600 之间

在售楼盘一览表

（谢晓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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