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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高层的钱，买别墅？

泰安惊现新“屋”种，120平米别墅全城热恋！
“别墅还有120平米，独门独院

的？”“买49平米的房子能得90平
米？”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泰城市
民宗先生一脸诧异。“你说别墅啊，
怎么也得有好几百平米吧？如果是
40、50平米的房子，就算送得再多，
也达不到90平米吧？”另一位市民
也持相同观点。

然而，就在前不久，一个名为
泰山国际湿地公园·蓝岸3 . 3街院
的地产项目即将在泰安楼市推出，
而且该项目恰恰符合上述两种出
人意料的特点。

又见“蓝岸”！低总价别墅圆你
别墅梦

在泰山国际湿地公园首推产
品——— 蓝岸别墅营销中心沙盘旁，
置业顾问正在向一位女士介绍项
目。“蓝岸别墅和蓝岸3 . 3街院都属
于4000亩大盘——— 泰山国际湿地
公园项目。蓝岸3 . 3街院是新推出
的产品，全泰安都没有这样的房
子。比如说这个120平米的别墅，总
价超值。而且每家有一层半的空
间，都是独门独院独立入户，完全
是别墅式的生活感受。”

旁边的女士对此很感兴趣，她
说：“我们老板去年买了这儿的蓝
岸别墅。这事儿我也知道，而且挺
喜欢这边的环境，不过还是贵了一

些。前几天听老板说，这儿新出了
种新别墅，比一般的别墅面积小，
价格也是我能接受的，所以来看
看。”

LOFT也疯狂！120%高赠送挑
战性价比极限

蓝岸3 . 3街院的主力产品共四
层。刚才那位女士看中的别墅位于
一至三层。位于顶层的是个大约49

平米的LOFT。
置业顾问介绍：“这个LOFT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分隔成两
层空间。而且赠送面积非常大，买
49平米的房子，最终得到的总面积
能达到大概90平米。”

谈话间，另一个专程前来了解
LOFT产品的意向购房者也加入
了话题：“我来之前打听过很多地
方了。这个LOFT的赠送面积全算
下来，最高能到120%。这么值的房
子哪儿找去！”

超级期待！业内盛赞蓝岸3 . 3

街院创新
不仅如此，业内人士对该项

目也十分期待。一位长期从事房地
产的业内人士，在他看来，蓝岸3 . 3

街院的建筑与现有房型都有显著
不同。项目创造性地实现了复式户
型与别墅的“联姻”，保持与发扬了
复式户型的“两低”(低面积、低总

价)、“两高”(高赠送比、高性价比)，
并融合了别墅的“两感”(舒适感与
私密感)，是集两种产品优势于一
身的全新产品类型，市场前景看
好。

尽管蓝岸3 . 3街院的正式面市
日期尚未最终敲定，但从采访来
看，这种新产品对消费者的确有不
小的吸引力。另据置业顾问介绍，
拥有泰安首个高尔夫果岭的园林
示范区二期也将于近日开放。可以
预见，泰安前所未有的高性价比创
新产品，和同样是填补泰安空白的
高雅运动，都将为泰安人带来重磅
惊喜。 (李诚春)

开启后现代精装生活

来自泰安恒大城的精致潮流体验
有过置业经历的消费者都深

知装修过程中的麻烦与烦心。自
己毫无经验，却不得不处处亲身
检验，加上市场上有不少装修公
司装修质量低劣，一个不小心整
套房子就没法入住。

现如今，精装房越来越受到
购房者追捧，广大购房者已意识
到精装房拎包即可入住，既省时，
同时也省去了不少装修过程中的
琐碎。种种迹象均表明，精装修将
会必定是泰安消费者今后的置业
首选。

恒大集团以国际最高水准为
标杆，推出了一系列高品质精装
楼盘，价格上与毛坯房相差不过
几万元，品质上却高出甚多。以泰
安恒大城为例，每平米建筑成本
比周边毛坯房高出一千元以上，
价格却仅仅相差四五百元，更低
价格、更高享受的购房梦想在这
里得到实现。

精装，创造一种品位
用建筑来创造品位，是泰安恒

大城的不变追求。考虑到市民的装
修之难，恒大决心为泰城百姓创造

真正的精装生活，装修采用的全部
材料都是国内外知名产品。泰安恒
大城牺牲利润换取品质，只为给业
主创造真正高品位的生活。

恒大集团，中国精品地产领导
者，携十余年的精装住宅开发经
验，以满屋名牌的国际9A精装体
系、6000条施工标准的严格把控，
让您在舒适之中体味优雅的奢华。

精装，成就一种潮流
业内人士指出，集约型一步

装修到位的住宅是未来房产开发
的方向：统一装修，可以节省一定

的材料费和人工费；有实力的开
发商能提供有品质保证的精装
修，减少了受不良装修商家蒙骗
的可能；买毛坯房因各家装修时
间不同，相互之间会长期产生装
修干扰，而精装房就无此麻烦。

省时、省力、省心、省事，省
钱，是人们对精装修房子的准确
概括。泰安恒大城，5264元/平米
的精装单价 (周边毛坯房的价格
已经开始渐渐逼近 5 0 0 0 元 / 平
米)，使之受到全城热捧。

精装湖景美宅，成就泰城典范

泰安恒大城，潮流品质生活
缔造者，开启您的后现代精装生
活！恒大城的湖景美宅均为精装
修，秉承恒大集团“9A精品战略”
与6000余条精品施工标准，与海
尔、摩恩、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形成战略合作联盟，倾力打造泰
城首屈一指的精装修产品。90—
139平方米的精品尊邸，超大楼间
距，全明户型设计，部分270度观
景飘窗，壮美湖景尽收眼底，精美
园林一览无余。

(李丽）

“90后”买房房置业要量体裁衣

月供不宜超过

家庭收入一半

由于购买首套房时首付
可以低至三成甚至两成，因此往
往贷款数额较大。所以许多人在
贷款买房时，一不小心背上了沉
重的负担。

现在买房的“90后”，要么是
即将结婚，要么刚结婚不久，对他
们来说，以后用钱的地方很多。比

如生孩子、孩子的教育、买车等
等，都是一些不小的开支，甚至会
面临要做其它贷款的情况。把房
贷月供控制在家庭月收入的一半
以下有利于保障后续消费的灵活
性。

所以理财师鼓励以减轻负担
为原则，选择年限较长的贷款，并

且最好使用等额本息的还款方
式。等额本息就是按按揭贷款的
本金总额与利息总额相加，然后
平均分摊到还款期限的每个月
中。作为还款人，每个月还给银行
固定金额，但每月还款额中的本
金比重逐月递增、利息比重逐月
递减。

以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还房贷，
借款人每月承担相同的款项有利
于安排收支。适合收入处于稳定状
态的人群。对刚毕业的“90后”来
说，他们正处于事业的起步发展阶
段，上升潜力大，做年限较长的等
额本息贷款可以让每月的还款压
力减小，从而让年轻人有更大的空

间去发展事业。
虽然二十年的还款周期看起

来遥遥无期，但年轻人只要顶过
了购房头几年的压力，随着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在购房十年甚至
更短的时间内便可以选择提前还
款，从而进一步减少利息的金额。

(宗禾)

按揭买房，父母提供首付，自己每月还贷。这是当今“90后”解决婚房问题的主要

途径，因为许多“90后”表示希望首套房一步到位，买个三室两厅的，这样算来即使父

母提供了5成首付，他们需要担负的月供也相当不菲。因此，理财师建议“90后”买房

要量体裁衣，月供不宜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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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销售中心，这便开启了实
战第一步。如何不让销售人员口中
的专业术语把自己迷糊住，如何识
别这些专业术语常用的“偷梁换柱”
伎俩，以及辨清楼盘数据中的浮夸
成分？下文将为读者罗列几个最常
使用的专业名词，以供购房者在摩
拳擦掌进入实战前做一番高效热
身。

容积率

是指一个小区的总建筑面积与
总用地面积的比值，这个比值越小，
意味着小区容纳的建筑总量越少，
人均用地面积越多，居住的舒适度
就会越高。

提醒：

一个良好的居住小区，高层住
宅容积率应不超过5，多层住宅应不
超过2。对于开发来说，容积率决定
着地价成本在房屋中占的比例，所
以利用偷面积来在无法改变的容积
率上做手脚已成惯用手段。

绿化率

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化面
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与之
有关的概念还包括绿化覆盖率，是
指绿化垂直投影面积之和与占地面
积的百分比，因此，树的影子也可算
入绿化覆盖率，所以绿化覆盖率有
时能做到60%以上。

提醒：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销售人员在

介 绍 楼 盘 时 ，说 小 区 绿 化 率 高 达
60%或70%甚至更高，但购房者在小
区实地调查时却发现其中的绿化水
平相当一般，此时销售人员说的绿
化率则是偷用了“绿化覆盖率”的概
念来混淆购房者。因此，购房者如果
要真正了解小区的绿化程度，除了
要询问绿化覆盖率之外，还要了解
规划绿化面积的大小。

诚意金

所谓的“认筹金”是开发商的一
种营销手段，在收取“认筹金”的同
时，对购房者许诺一定的优惠，刺激
购房者的积极性。另外，凭此确定购
房者选房的先后顺序，维护购房秩
序。如果购房者没有选中理想的房

屋，开发商将把“认筹金”如数退还
给购房者。

提醒：
具有预付款性质的费用有各种

名目，与 “认筹金”大同小异的还
有“VIP卡”、“诚意金”、“会员卡”等
等。记者获悉的一个案例是，当购房
者递交数万元申请成为V IP后，这
笔费用在选不到房源的情况下开发
商也不予退还，并且还被开发商要
求在楼盘项目的收费运动场所消耗
这笔认筹金。所以购房者在交“认筹
金”时，切记要问清这笔费用与定金
的差异，另外，在对方财务开具收据
时，也要留意对方是否将“认筹金收
据”掉包为“定金收据”。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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