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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城事

济南房价连涨21个月后首降，长清市场受影响较小

长长清清房房价价近近期期波波动动不不大大

问题一：楼盘的位置怎么
样？

位置(地段)是决定楼盘和
房子价值的关键因素，名流华
第位于经十西路与清河街交汇
处，是长清中央政务区、中央商
务区、中央居住区“三区合一”
的中心地段。

问题二：楼盘的品质怎么
样？

名流华第非常注重建筑品
质，已获得山东省建设工程结
构质量最高奖——— 山东省建设
工程优质结构杯奖，本项目由
汇富、长兴两大知名承建商承
建，建筑质量过硬。

问题三：周边的配套怎么
样？

长清买房，首选城市中心，
名流华第周边配套包括：区委
区政府、各大银行、富群百货、
福群便利店、人民医院、石麟小
学、步行街、三联家电、区体育
馆等，满足业主日常生活一切
需求。

问题四：楼盘的环境怎么
样？

城市中心寸土寸金，把家
安在公园里，是多数人想象、少
数人享有的事情，名流华第被
清怡园、清悦园、长清乐园三大
公园环绕，丰富的绿色资源留
给尊贵的业主。

问题五：社区的配套怎么
样？

名流华第是长清独具风格
的城市综合体，50000平的集中
商业已与华联集团盛大签约，
两年后即可建成营业，华联超
市、大型百货、时尚名品、电影
院下楼即享。

问题六：户型设计得怎么
样？

名流华第亲赴北京，聘请
2008年奥运“鸟巢”的设计单
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负责社区建筑及户型设计，在
售E栋纯板楼，两梯两户、全明
通透、赠入户花园。

问题七：孩子上哪所学校？
名流华第所有业主的适龄

儿童(小学一年级)，已统一报
名石麟小学，石麟小学创办于
1928年，是长清知名度非常高
的义务教育学校之一，孩子上
学无后顾之忧。

问题八：楼盘的交通怎么
样？

名流华第交通非常便捷，
项目东临经十西路、北靠清河
街、南接水鸣街，济长巴士1/2/
3路、各镇短途车就在楼下；轻
轨R1线已全面开建，到济南西
客站仅8分钟。

问题九：楼盘独有的优势
在哪？

名流华第是长清区独家使
用(卫生间)同层排水技术的项
目，同层排水不需要旧式P弯、
S弯，房屋产权更明晰、排水噪
音极小，卫生器具摆放美观，卫
生间更洁净。

问题十：楼盘的五证是否
齐全？

“五证”是检验楼盘是否符
合国家标准的基础证明，名流
华第“五证”齐全，开发商嘉拓
地产作为长清招商引资企业，
一直关心品质、关注公益，是充
满社会责任感的开发企业。

名流华第E栋已经开盘，
129-134平三室大宅，交2万抵5

万，总房款直惠3万，更多优惠
可拨打87365555、87397777详细
咨询。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陈
伟 通讯员 李娜 李垚) 25
日，长清区政务中心召集住建
委、规划、城管、气象、安监等部
门为济南创新谷孵化器项目一
期工程项目进行联合图审会
商，各部门对该项目图审应提
供的申请材料进行一次性告
知，对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予
以了解答。

会场上，某项目负责人管
庆亮介绍，长清区政务中心给
项目企业提供了全方位代办服
务，通过联合图审会商让多个
部门一起一次性告知，为企业
节省了大量时间。

据了解，建设项目“一号
通”联合图审，就是由长清区政
务中心组织、召集相关部门专业
人员对企业项目图纸进行联合
审查，对项目单位需提供的要件
进行一次性告知。联审合格后，
各部门单位出具意见书，最后由
政务中心图审办出具建设项目

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书。
作为山东省重点建设项

目，长清区政务中心高度重视，
先后为济南创新谷孵化器开辟
了绿色通道，提供了全程帮办
和重点服务跟踪，并作为济南
市首个项目，在建设项目审批
中推行了市区两级审批联动。

中心一方面针对大学科技
园区建设审批范围受限情况，
组织协调区住建委市政、人防
等相关部门靠上服务，帮助企
业组织相关申报材料；另一方
面安排中心业务人员，成立专
门服务队伍，多次到建设现场
一线解决问题，每周与企业交
流沟通，督导企业加快项目进
展，目前，创新谷孵化器一期项
目已经完成立项、环评、土地出
让、用地规划、图纸技术审查、
规划方案咨询等相关手续。同
时中心还在政务大厅专门设立

“创新谷服务窗口”，派专人在
窗口设AB角服务，确保服务不

间断受理。在业务办理方面推
行“首问首办”责任制，突出“一
人办理、全程服务、一办到底”。
在企业登记材料审批方面，实
行“一审一核”制，做到“三个不
过夜”(受理、审查、核准环节不
过24小时)。在这样的服务下，
创新谷企业济南新南置业有限
公司从网上预审到登记发照只
用了1个工作日。

为破解项目施工图纸审查
必须要到市审图办进行图审的
难题，长清政务中心成立了由
规划、住建委、安监、消防、气
象、水务、卫生、供电、城管等10
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图审办公
室，出台《长清区建设项目立项
联合审批管理办法》、《长清区
建设工程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
办法》、《长清建设项目竣工联
合验收管理办法》等6个文件。
通过每周召集涉及单位召开调
度会，对进入“一号通”程序项
目进行分析、研究、推进、跟踪

督办，实行建设项目联合立项、
联合现场踏勘、联合图审、联合
验收。探索缩短施工图审查时
间的办法，将传统的串联审查
改为并联审查。进一步提高行
政审批效率，优化政务服务环
境。实现流程归并整合，服务转
型升级。长清区政务中心按照
市里的统一要求，将建设项目
的受理时间减少到15个工作
日，努力做到了“让审批环节最
少、让办事时间最短、让发展环
境最优。

据了解，目前创新谷孵化
器一期工程总投资61850万元，
总用地面积8 . 48公顷，目前已
经进行到主体六层施工阶段。
按照相关进度，孵化器一期预
计到7月中旬进入到联合图审
进入现场勘查阶段，政务中心
将组织相关部门到企业现场进
行联合勘查，各单位将出具审
查意见，联合图审办送达审查
意见通知书。

新房二手房

首次“双降”
根据5月份国家统计局的

数字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5月份价格
环比下降的城市有35个，持平
的城市有20个，上涨的城市有
15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
涨 幅 为 0 . 3 % ，最 低 为 下 降
1 . 4%，与去年5月相比，价格
下降的城市有1个，上涨的城
市有69个。

二手住宅价格方面，70个
大中城市中，价格环比下降的
城市有35个，持平的城市有16
个，上涨的城市有19个。与去年
5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
个，上涨的城市有69个。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5月份
济南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下降了
0 . 4%，同比上涨了5 . 9%，这是
自2012年6月份以来济南新房
价格的首次下跌。二手房方面，
自2013年1月份以来，济南二手
房价格出现连续15个月上涨的
局面得到缓解，4月份济南二手
房价格出现下跌，5月份继续环
比下跌0 . 2%。

5月份，济南新房和二手房
市场两年来首次双双下跌，而
上次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双双下
跌还是在2011年10月份，时隔
两年半，这种局面再次出现。从
分类价格指数看，新建商品住
宅中大中小户型房源价格指数

均出现环比下降，二手房中除
90平米及以下价格环比持平
外，其他户型价格环比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跌。

“新房同比上涨了5 . 9%，
二手房同比上涨了2 . 8%，说明
房价相比去年依然在上涨，但
相比前期，同比涨幅在缩小。”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在经历
了长时间的上升后，房价或再
次走入下降“通道”，浮动难以
判断。

开发商促销大战

房价无实质下降
对于近期房价出现小幅

下降的情况，长清房产市场开
始出现观望情绪，大部分购房
者都在等待房价下调。进入5月
份以来，一些开发商开始推出
各种促销活动，一些“特价房”、

“一口价房”、“限时认筹”等活
动的推出，对市场的总体价格
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位于长清大学城的某楼
盘三期项目将于月底开盘，

“我们推出的项目是五层电梯
的花园洋房，3室2厅2卫，每套
1 4 0 平米左右，均价为 7 3 8 0
元。”该楼盘的销售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推出一项

“限时认筹3万抵8万”的活动，
相当于交纳3万元房价可优惠
5万元。

记者来到了位于大学路的
某高档楼盘，在营销中心内，置

业顾问向记者介绍了楼盘目前
推出的各种促销礼包，包括“购
房者可享受88折优惠”，“180平
米以上享受7万元优惠”，“小户
型享受4万至5万元优惠”，“老
带新老户主可获得房价2%的
购物卡”等内容。“我们楼盘三
期在建，一期的房源已经全部
售罄，二期的房源也不多了，
目前均价在6000元左右。”这
名置业顾问告诉记者，进入
2 0 1 4年后，房价浮动不大，近
期基本持平，没有很明显的下
降，销售情况良好。

为了完成上半年的销售任
务，一些开发商都加入到了各
式各样的促销大战中，房源定
价相比前期下调，但从整体来
看，真正意义上的直接降价还
没有出现，这就使部分购房者
处于观望状态。

相对于外地开发商，长清
本地的开发商目前在优惠促销
方面相对谨慎。长兴美郡二期
项目目前封顶，部分楼盘已经
开盘，均价在5300元左右。“我
们最近的价格比较稳定，与年
初基本持平，与去年相比，每
平米涨了300元左右。”长兴美
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
内部员工享受每平米100元的
优惠外，目前他们对外没有推
出任何促销优惠。“我们主打的
就是长清最优的教育资源，将
来肯定会特别受到关注。但最
近受济南房价浮动影响，销售
量略有所下降。”

租房市场

前景广阔
记者又走访了长清城区内

的几家地产中介公司。关于长
清近期的二手房市场，一名中
介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二手房的价格浮动不大，均价
在5000元左右，位置条件好的
房源与某些新房的价格相差
不大。“与期房相比，二手房的
优势就是现房，可随时入驻，
一些急需用房的购房者会优
先考虑。”这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最近受济南房价下调的
影响，一些二手房购房者开始
出现观望情绪，最近两个多
月，长清的二手房市场趋于冷
淡。

近期长清的租房市场比
较稳定，一些优质房源的价格
在每月1000元左右，一般房源
的价格在500元左右，随着来
长清工作的外地人的增多，未
来长清的租房市场还是比较
可观的。

对于近期长清房地产市场
的表现，相关业内人士认为这
是市场供需的正常表现。从目
前市场情况来看，虽然整体环
境稍微有利于购房者，但房价
定价权已然掌握在开发商手
中，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房价会在一定范围内
出现小幅的震荡和波动，很难
判断。

长清“联合图审”助济南创新谷孵化器项目提速

网网上上预预审审到到登登记记发发照照仅仅一一天天

名流华第给您支招

如何选房子

看好十个问题

教你选对房子

5月份，济南新房二手
房价格两年内首次出现双
双下降。数据显示，从2012
年7月至2014年3月份，济南
房价已连续上涨21个月。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长清各楼盘纷纷推出促
销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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