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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李园园)

尽管国家对楼市的宏观调控步步
升级，但并未阻止房价上涨的步伐。
2013年上半年，烟台房地产市场一
片火爆，成交价格及成交量多个月
连续上涨，成交均价一跃升至6607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7%。在国家调
控不放松，楼市逐步回暖的背景下，

房地产是否还具备投资价值？
“真后悔去年没把市中心的那

套公寓买了！”10日，说起投资，在烟
台南大街某银行工作的刘英有些后
悔地说，去年房地产行情不好，南大
街有个公寓一平方米才七八千元，
当时觉得房价还会降就等了等，这
一等就等没了。“今年行情好了，开

发商又把价格涨回来了，听说一平
方米9000元了！”

也有市民后悔投资了房产。
“2011年在牟平买了一套海景房，如
今两年过去了，价格一点也没涨，想
卖也卖不出去。”家住芝罘区的张老
太说，当时那边区域炒得特别火，感
觉前景不错，就买了个小户型的海

景房，当时单价7000元/平方米左
右。在国家对楼市的宏观调控下，两
年过去了，房价一点也没涨，一直想
倒手卖了，也没卖出去。

房地产是否还具备投资价值？
“投资房地产还是适合的。”烟台金
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哲认为，
尽管国家调控依旧没有放松，但从

今年上半年来看，烟台房价还在上
涨。比起股票等投资，房地产投资更
稳健。虽然房价上涨速度比不上前
几年，而且交易费也高了，但从中长
期来看，投资房地产更合适，不过不
建议盲目炒房。选择位置好的、中心
区的商铺、公寓、写字楼或者学区
房、厂区房更稳妥。

当初没买那套房，肠子都悔青了
国家调控不放松，房地产是否仍具备投资价值

这是“保卫钱袋子”系列报
道的最后一篇。自7月2日起至
今，本报一共推出了7篇报道，
分别从理财产品、黄金、股市、
保险、国债、房产等6个方面浅
析了什么是理财，如何去投资。
当然了，投资永无止境，仅靠几
篇报道是绝不能说得清楚的，
我们的报道只是为正确引导投
资开了一个头而已。

这组报道针对的是中等收
入和中低等收入的普通投资
者，这部分人在社会中占的比
重最大，投资的渠道也最窄，但
又是最需要合理投资的那一部
分。也正因为此，“保卫钱袋子”
在教投资者如何投资的同时，
更向他们传达了一个理念：投
资应以稳健为先。所谓稳健，就
是保持资产在投资过程中不亏

本，最大化地规避风险，就算不
能赚钱，也要跑过CPI，也要使
资产不贬值。

所以，普通投资者最好选
择那些相对稳妥的投资产品，
例如国债、大型国有银行的理
财产品、定期存款。但这并不是
说，在投资过程中就不能碰那
些黄金、股票、基金债券等收益
大、风险也大的产品。

其实，投资是一个任人打
扮的小姑娘，不论以什么样的
方式投资都有道理，也都可能
获得成功。可是如果要稳妥地
获得收益，就不要错过那些稳
健型的投资产品。

此外，银行专业理财师常
说的两句话也值得我们参考：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不要把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格结束语

投资应以

稳健为先
□姜宁

案例一：

觉得房产抗通胀

有了钱就去买房

说起投资，家住芝罘区的刘
阳(化名)笑了笑说，做了一辈子投
资，还是觉得拥有房产最安心。

刘阳虽然一直从事证券投资，
但骨子里的投资观一直很传统。他
曾在证券市场狠赚了一笔，又在喜
欢的养殖行业狠赔了一笔。不过，
房产只增不减。“结婚将近20年，名
下已有几套房产。”刘阳说。

“有房心里就觉得踏实，房子
是一个家庭的基本保障。”刘阳
说，他几乎没有银行存款，只买了
点实物黄金以便应对不可避免的
灾难，基本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房
了。

他认为，比起把钱存在银行，
买房子更划得来。“我的房子都在
市中心，从房价走势来看房子一直
在升值，而且也好出租，尤其是位
于学区的房子，早早地就被人抢
租。“投资房产，才是家庭的保障。
还能抗通货膨胀，是比较理想的投
资方式。”但也有人对投资房产不
感冒。刘阳说，他有两个好朋友，尽
管身价上千万元，却不买房。

案例二：

名下数十套房

以房租还房贷

在房价疯狂上涨的那几年，
有不少人尝到投资房地产的甜
头，开始了长期的疯狂投资。市民
张坤(化名)从2004年开始投资房
产，让他从一个工薪阶层直接上
位到烟台富豪阶层，如今名下房
产有数十套，却不舍得卖。

张坤2004年开始投资房地产，
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买小
户型住宅、小面积公寓、核心地段
旺铺……”是张坤的投资法则，他
投资的房产基本都集中在莱山区
和芝罘区，多数位于核心地段。据
了解，张坤曾在南洪街花了不到10

万元买下一个商铺，如今一年能
赚将近20万元租金。

前几天，张坤又想出手买房。
一位开发商朋友推荐了一套100多
平方米的海景房，不过张坤一算，
这一套海景房最多收租金3000元/

月，倒不如花钱买些小公寓，国家
调控还调控不着。随后，他拿着买
一套海景房的钱，在芝罘区某个
楼盘买了六七套40平方米的公寓，
一个月一套公寓租金也得1000元，
比海景房划算。

好位置的房子，张坤总是留
着，用租金来还银行贷款，实在资
金周转不开，才会卖一两套房子。

本报记者 李园园

房地产适合中长期投资
专家：房价上涨幅度比物价涨幅大
本报记者 李园园

在 房 地
产 投 资 大 潮
中，面对国家
调控，该如何
把 握 投 资 方
向？记者采访
了业内专家，
无不提到“地
段”二字。正
如华人首富、
亚 洲 投 资 界
超 人 李 嘉 诚
的投资名言：
决 定 房 地 产
价值的因素，
第一是地段，
第二是地段，
第 三 还 是 地
段。

房产不适合

做短期投资

从疯狂的上涨，到国家的宏观
调控，再到新一轮房价上涨，房地
产投资是否迎来了春天？

10日，记者采访了银行、地产
界的多名专家，都觉得从目前的市
场来看，相比其他投资，房地产投
资还是适合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行
人士说，以她个人为例来讲，2006

年她通过内部团购的方式在烟台
大学附近买了一套107平方米的海
景房，当时才花了30多万元。2010

年，这套房子就卖到90万元了。后
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两年
多来，房价明显没有以前涨得快
了，估计这套房子目前的市场价也
就在93万-95万元之间。“不过，一
直对外出租，每年光租金将能拿近
3万元。”虽然房价涨得慢了，但有
经营性收入，从中长期来看，还是
比较适合投资的。但炒房不适合做
短期投资，因为贷款利率高、交易
费也高。

烟台金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哲认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
房屋买卖的交易费提高了，但是房
价的上涨幅度比物价上涨幅度要
大，而且房子还可用作经营，适合
做中长期投资。

中心区房价最抗跌

适合投资旺铺公寓

而同样是投资房地产，有人赚
钱，有人却只能保本。原因在于投
资的方向不一样，或者说有些人是
在盲目投资。

鼎城·国翠项目经理宋子俊
说，在他看来，买房一定要看地段，
投资好地段的房源，肯定赔不了。

陈哲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陈
哲说，纯粹做房产投资，最好投资
中心区的商铺、公寓、写字楼。位置
很重要，做房地产投资一定要找个
好地角的楼盘。再就是学区房，这
种稀缺资源，房价不会降，而且租
金连年高。再就是大型工厂周边的
刚需房源，需求量大，好转手，也容
易出租，收益快。

陈哲说，从不同时间段来看，
占据地段优势的楼盘价格，在楼市
调整期往往下降幅度较小，而在楼

市复苏时又能更快恢复元气。即使
楼市大跌，中心区核心地段的房
源、好地角的房子，也不会跌倒哪
儿去。

郊区房价能保值

5-15年能见效益

核心地段房价高，普通老百姓
投资不起。而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
展，郊区的楼盘也遍地开花，烟台
牟平养马岛、高新区一带，新楼盘
连成片。这些房源是否值得投资？

陈哲认为，在国家宏观调控
下，牟平区养马岛、高新区一带的
房价已经从最初的高价走向平民
价，多数楼盘溢价很小，甚至出现
赔钱卖的现象。现在出手买下，房
子肯定保值。但是何时见效益，要
看区域的发展速度。“或许5年，或
许10年、20年。”如果有部分闲钱，
可以考虑买郊区的房子，不过一定
要买有实力的开发商的房源。

宋子俊认为，投资过于偏离市
区的房子，短期来讲没有意义，见
效的周期也比较长。但不能说郊区
就没有投资价值，只是时间的问
题。但这个时间，谁也说不准。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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