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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潍坊楼市

商商务务楼楼宇宇与与总总部部经经济济
潍坊房地产再发展的一剂良药？

买房，
你讲究品牌效应吗？

恒大名都、恒大翡翠华庭的
9A级精装，不可不说搅动了潍坊
楼市的“毛坯天下”。近期，潍坊市
的“住宅产业化”进入了潍坊市民
的视线，是毛坯还是精装，成为市
民热议的话题。

小编看过几个精装修的房子，
确实很不错，比咱自己设计的要漂
亮多了。可问题就在于，装修材料

好不好呢？会不会是以好冲次？自
己装修的话，东西毕竟都是自己去
买，好坏都是了解的。

有些市民又要说了，自己装修
房子太累了，找人装修、买材料、监
督什么都要亲历亲为。

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就是：毛
坯PK精装修，你更青睐哪个？原因
是什么呢？

购房有难题
拨打齐鲁晚报维权热线

你有购房烦恼吗？你的房子是否
如期交付了？新房是否存在质量问
题？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损害时，你
知道怎样解决吗？

如果你曾经在购房过程中权益受
到损害，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如果你
正在遭受权益侵害，却无法拥有平等
对话的平台，那赶紧拨打齐鲁晚报·今
日潍坊的房产维权热线吧，专业房产
律师，为你排忧解惑。

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解决在购房
中遇到的问题，本报特联合潍坊王杨
律师事务所，开展房产维权行动。为

此，本报将定期特别邀请多位资深房

产专业律师值守本报维权热线，现场

解答购房者遭遇的购房难题。

有购房方面的问题，或者你在购

房过程中产生了纠纷，均可以通过拨

打维权热线，专业的房产律师将现场

为你解答购房中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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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焜

论

@ 上期微话题>>

我们平时买东西，很多时候
都讲究品牌，比如说一定要喝“康
师傅”的冰红茶啦，绝不要“康帅
傅”的。

那咱买楼的时候，是不是也
有很多人讲究品牌效应呢？即使
价格高些，在同地段中，大家可能
更乐意买他家的房子，觉得质量
有保障。

对此，你会如何选择？

云在何方：要多了解，品牌是
不管用的。有的品牌房产也会有
问题，不了解就轻信，跟大房产商
打官司，可能更不容易。

clacks：必须讲品牌，潍坊已经
有很多品牌楼盘了，有实力才会
有良心房，不过不一定能够买得
起。

vincting：还是买现房，眼见为
实，什么都不要讲。品牌效应可能

会起到一定作用，但还是要看现
房。

半个双山人：第一是地段，第
二是价格，第三是户型。品牌楼
盘，这些方面可能会很好，但如果
不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话，当然也
不会考虑。

夏日心情1：物业同样有品牌
效应。品牌楼盘的物业一般会比
较好，很成熟，入住之后感受会很
不一样。买房，应该讲究品牌效
应。在潍坊，很多市民在这方面也
应该已经有所体会了。

西兰花的秋天：在众多项目
中选择适于自己生活居住的标准
不仅仅是环境、交通、配套设施，我
觉得应该更多考虑项目开发商的
社会信誉。社会信誉好，居民们居
住得就会方便、安逸一些，最起码
拥有强大实力的开发商会注意你
的需求，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口碑。

本本期期微微话话题题>>>>

毛坯PK精装修，谁能赢得你的青睐?

上上周周潍潍坊坊住住宅宅共共成成交交772200套套
环比下降3 . 6%

据新浪乐居数据中心
统计显示：6月16日至6月22
日潍坊住宅共成交720套，
其中潍城区成交148套，高
新区成交217套，奎文区成
交77套，坊子区成交102套，
寒亭区成交64套，经济开发
区成交12套，滨海经济开发
区成交100套。另外商业项
目成交43套，办公用房成交
35套。

上周(6 . 16-6 . 22日)潍
坊住宅共新房720套，环比
上上周(6 . 9-6 . 15日)成交
的747套减少了27套，环比
下降了3 . 6%。新房住宅商

品 房 成 交 总 面 积
83890 . 64m2，比上上周(6 . 2
-6 . 8日)的85978 . 36m2环比
下降了2 . 4%。商办用房网
签共成交78套(办公用房成
交43套，商业用房成交35
套)，比上上周(6 . 2-6 . 8日)

的156套减少了78套。
从上周单日网签成交

数据统计图来看，上周新房
住宅成交量起伏较大有4天
的成交量破百，其中6月20
日成交量最高为165套，最
低值为6月21号成交39套。

阳光100商业金街开街的消
息，在潍坊沸沸扬扬地传开时，
一些细心的市民发觉，实力强大
的房企领衔，众多商务楼宇陆续
在潍坊各地悄然“开花”。面对于
住宅销售的平稳，潍坊商务楼宇
的异军突起，无论是给房企还是
投资者，都是一个信心满满的信
号。从商务楼宇到楼宇经济，再
到总部经济，潍坊房地产行业的
新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年前，一位朋友东盛广场

买了两间办公室，开起了公司。5
年后，公司生意兴隆，准备扩展
业务时，却发现办公场所成为最
大的局限。最终，他用了半年的
时间，四处借钱才买下了自己办
公室边的三间房。购买价格已经
是当年购房价格的2倍还多。

办公场所对一个企业的重
要性，或许就可以从这位朋友

“不惜血本”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提供办公场所的商务楼宇，

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必备“课题”。
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不可能没

有林立的高层办公建筑。商务楼
宇是高端人才、重点消费群体的
载体，就如一座大学，它对周边
经济的带动作用谁也不能忽视。

如今，一座商务楼宇，一年
产出的税收能够超过千万元，在
潍坊已经不再是奢望。每一座商
务楼宇，都像是这座城市的一个
钱袋子。当然，对于开发商来说，
也是一样的。

相对于平稳的住宅，商务楼
宇已经成为潍坊楼市的另一个
重要发展点。无论是政府还是房

企，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并在朝着这个领域暗暗使力。

这就得谈到总部经济。这是
一个有些宽泛，但更深层次、更
多元化的话题。对于购买、使用
商务办公区域的投资者来说，进
入一座商务楼宇，目的是要在这
个地方扎根、壮大直至新的成
功。商务楼宇下一步的目标，当
属总部经济。整栋楼里的企业形
成一个可以互相关联、帮衬的体
系，形成最大的合力，最终每个
个体得到最大收益。

这不仅需要企业的健康成
长，还需要政府的支持、统筹，甚
至说是让商务楼宇内企业优胜
劣汰，当然也包括房企提供的丰
富售后服务。

总部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
促进商务楼宇的建设，甚至是住
宅产业的发展。对于潍坊来说，
这或许是促进房地产再繁荣的
另一剂良药。当然，想要快速达
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期待阳
光100等知名开发商，能带给潍
坊一重要药引。

你苦于有热爱生活的
心却无处释放吗？你家里有
个逗比孩子让你亦苦亦甜
吗？你有一只萌宠希望与人
分享吗？分享视频还可以拿
微波炉、Ipad mini？快来参
加吧。

美拍——— 这款10秒也
能拍大片的手机应用已经
成为当前最潮的短视频应
用，普通视频拍出来一秒钟
变身唯美韩剧、清新MV、怀
旧电影，不费力就能体验高
大上的潮流生活，一经推出
就得到了众多手机达人的
追捧。

或许在日常生活中，大
家身边处处都有美好事物
的存在，却少了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美拍的流行正在唤
醒大家对生活中微小美好
事物的触觉。活动的主办方
是处于潍坊的金融中心、高
端企业聚集区的恒易宝莲
金融中心，项目是潍坊顶级
商务写字楼之一，未来将聚
集潍坊一大批高端的商务
人士和白领阶层。而这些人
群，是充满创造力和富有创

新精神的人群，此次美拍大
赛，恒易宝莲金融中心与新
浪乐居、齐鲁晚报联合发起

“恒易宝莲美拍秀”活动，鼓
励大家发扬创新精神，在生
活中发现美、创造美。

用“美拍”拍摄十秒钟
的微视频，你可以抓拍一些
潍坊的城市风貌，或者孩子
可爱的瞬间，也可以是家里
宠物或者在街头看见的好
看的好玩的，分享到新浪微
博并添加#恒易宝莲美拍
秀#这一话题，就可以参加
此次活动。活动将按照每条
微博“赞”的多少进行排名，
每个周排名的前三位，可以
获得由恒易宝莲金融中心
提供的微波炉一台，每个月
排名的前三位，可以获得恒
易宝莲金融中心提供的的
大奖——— Ipad mini
一台。

不光如此，转
发也可以拿奖！搜
索“潍坊新浪房产
频道”官方微博，转
发 此 条 活 动 的 微
博，关注@ 潍坊新

浪房产频道和@潍坊宝莲
金融中心并@三位好友，就
能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每
周将抽出三名获奖者，获得
山东省旅游年票一份，每月
抽出三名获奖者，获得小米
大礼包(移动wif i、移动电
源、小米盒子)一份。奖品丰
厚，赶快参加吧！

参与方式：
第一步：下载“美拍”手

机应用，拍摄十秒钟的微视
频，记录下身边美好的瞬
间。

第二步：分享到新浪微
博，分享时添加话题#恒易
宝莲美拍秀#。

第三步：呼朋唤友来点
赞，活动将根据每条微博

“赞”的多少来进行评奖。

你你是是美美拍拍达达人人吗吗？？
拍拍视视频频赢赢IIppaadd mmiinnii！！

本报6月26日讯 近日，“赢港国
际”举办了第一届“赢港国际杯”希望美
术少儿绘画大赛。

“感谢家长们的信任，感谢大家和
我们一起体验潍坊美学生活现场———
赢港国际。”现场主持人如是说道。6月
21日，“赢港国际”联袂全国著名少儿美
术教研品牌“希望美术”，举办第一届

“赢港国际杯”希望美术少儿绘画大赛。
据悉，本次大赛将持续至7月中旬。

比赛以分组赛的形式，分别在6月21日、
6月28日、7月5日和7月12日完成四组分
组赛，并由分组赛获胜者进行终极角
逐。

本次活动的主办方——— 赢港国际，
致力于倡导自然、精彩、平衡的生活观
念。从您看得见的产品设计、空间体验，
到您看不见的高新科技、运营统筹，一
切为最佳“美学生活现场”服务，实践优
秀企业的品牌责任。

“赢港国际杯”少儿绘画大赛启幕

扫描二维码查看活动详情

6月24日，影星黄晓明助阵易
宝莲金融中心开盘盛典。当天，一
套价值30万元的房子被拍卖，房
款全额捐出用于潍坊慈善事业。

马凤丽

黄黄晓晓明明助助阵阵

慈慈善善开开盘盘盛盛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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