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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读者求助

李女士为退休职工，生活虽谈
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可最近
却遇上一件烦心事。原来，李女士
在墙体广告上看见某楼盘采取售
后包租的形式进行宣传，非常诱
人，在与销售人员沟通后，很快将
自己的养老钱购买了楼房，可是，
孩子知道这件事后情绪激动，说老
人被骗了，一怒之下，全家到售楼
处大闹，售楼处说自己合法销售，
没有欺骗。李女士陷入矛盾，不知
道谁说的才是对的。

娟律师分析

北京隆安 (济南 )律师事务
所白金印律师分析，根据《商
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45条第2
款的规定， 本办法所称售后
包租，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
在一定期限内承租或者代为出
租买受人所购该企业商品房的
方式销售商品房的行为。也就
是说，售后包租是指房地产开
发企业将商品房卖给购房者，
然后在一定年限内由房地产开
发企业自己承租该商品房或者

代购房者出租该商品房，所得
租金归购房者所有。

从表面上看，售后包租肯定
能给购房者带来好处，因为购房
者能够获得一定年限内的商品房
租金收益。但是，售后包租和返
本销售一样，只是商品房销售的
一种促销手段，往往具有欺骗
性，特别是对于还没有竣工的商
品房。因此，《商品房销售管理
办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房地
产开发企业不得采取售后包租或
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
工商品房。”

娟记者提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品
房销售办法》只禁止对未竣工的
商品房进行售后包租，对于已经
竣工的商品房没有禁止售后包
租，因为在商品房已经竣工的情
况下，购房者原则上能得到商品
房的所有权，所以无须禁止作为
市场行为的售后包租。因此，购
房者购买现房时，可以采取售后
包租的形式，只有购买期房时不
能采取售后包租形式。

(帮办记者 杜壮)

这是齐鲁晚报《齐鲁楼市》
推出的买家做主角的栏目。如果
您在买房、卖房、收房、验房、
物业、按揭等方面遇到任何问
题 ,都可以致电本报。楼事无大
小,记者帮您办。

齐鲁楼市官方微博：@齐鲁
晚报齐鲁楼市

齐鲁楼市官方微信：qllsfc

电话：0531-85196379

““售售后后包包租租””是是否否被被允允许许？？

活 动

恒大雅苑“中国好房子”出炉

恒大雅苑以中小户型产品主打刚需市
场，包含有86平舒适两居、96平精俏三居、
125平典雅三居等众多户型，通过创新优化
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起住宅的每一寸空
间。

恒大雅苑坐拥济南西客站交通枢纽中
心，尊享高铁、双轨道线、长途西站、二环西
路、北园高架、“十二横十二纵”的便捷公路
交通。紧临济南市城市景观大道——— 经十
路，5分钟可达京沪高铁西客站，10分钟可
达济南市西部生态区，15分钟可达京福高
速济南段；规划的地铁1号线与6号线途经
此地，实现了高铁与其他交通工具立体无
缝接驳。

恒大雅苑感恩回馈新老业主，首付只
需3 . 9万，最高可送20万精装，更有铁底价
6660元/平起，抢住高铁新城！

本周更有彩陶DIY趣味活动，期待您
的到来，恒大雅苑与您一起乐享周末。

9月12日去鲁能领秀城看萤火虫

多久没见过萤火虫了？调查显示，由于
对自然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萤火虫无法
生活在有污染的环境中，90%的城市孩子
没有见过萤火虫，他们只能听父母的讲述，
去猜想，去祈盼，祈盼一个能有萤火虫为伴
的童年。

9月12日-14日，山东首届萤火虫万人
放飞节将在领秀城森林公园盛大开幕。领
秀城森林公园能让萤火虫安家的因素或许
有许多，自然环境优越是首当其冲的。领秀
城森林公园由泉子山、鏊子山、望花楼山三
山组成，其中泉子山环境优美、血脉尊贵，
与泰山同脉同支又同龄，屹立大地30亿年。

在领秀城你不必为没法亲近小动物而
感到遗憾，绝佳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得到了
最好的保护，使得小动物们的家园与人们
的生活和谐共处，你可以在森林公园里听
一场由各种鸟雀演奏的音乐会，又或者和
顽皮的小松鼠来一次有趣的邂逅，花蝴蝶、
小蜜蜂也会时常和你打招呼，晚上还能去
寻觅萤火虫。小孩子在亲近动物、亲近自然
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自然常识，而这也
是领秀城一直坚持的和谐生活理念的体
现。领秀东区87-135平新品全城热销中！

逛齐鲁茶城 品威海茗茶

“茶叶达人走进齐鲁茶区”启幕

品威海茗茶，赢威海乳山茶区体验之
旅。由大众日报、山东省茶文化协会、瑞驰
齐鲁茶城联合举办的“茶叶达人，走齐鲁茶
区”系列活动，将于8月24日14:00，在瑞驰
齐鲁茶城营销中心正式启幕。活动期间，到
访嘉宾皆可免费品尝威海茗茶，欣赏茶道
表演，并获赠由知名茶企威茗茶业提供的
精美礼品，还有机会赢取“威海茶园深度体
验之旅”体验券，参与8月30日“走进威海乳
山”的走茶区首站活动，跟随茶叶达人走进
乳山，参观茶山茶园，并游览碧海银滩，品
尝美味海鲜盛宴等活动。活动报名可关注
齐鲁茶城微信qiluchacheng。

用舞蹈赞美生活

“蓝石·大溪地杯”济南泉水叮咚社区
舞蹈大赛总决赛精彩落幕

8月13、14日，“蓝石·大溪地杯”济南泉
水节泉水叮咚舞普及活动暨社区舞蹈大赛
总决赛在济南电视台演播大厅展开了激烈
的角逐。参赛者以堪比专业舞蹈演员的水
平和精神，百分之百投入演出。优美的舞
姿，精彩的比拼，得到了现场观众阵阵掌
声。

此次“蓝石·大溪地杯”中国济南泉
水节泉水叮咚舞普及活动暨社区舞蹈大赛
历时两个月，吸引了200支队伍，近4000
人参加，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大赛分为初
赛、晋级赛和总决赛。此次总决赛中，每
支队伍准备两支参赛舞蹈，其中“泉水叮
咚舞”为必选舞蹈，另外一支为自选舞
蹈。

比赛正式开始后，各支队伍各显神
通，不仅把“泉水叮咚舞”跳的出神入化，自
选更让人赞叹不已，展现了济南人的精神
风貌，也展现出了大家对泉水的热爱。

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最终由来自市
中区建新社区舞蹈队和天桥艺术团夺得本
次大赛的桂冠。伴着悠扬的音乐，蓝石·大
溪地杯”济南泉水节泉水叮咚舞普及活动
暨社区舞蹈大赛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齐舞PK赛 舞动你的名辉诱惑

“十艺济南·炫舞名辉”，经过前两周的
持续升温之后，本周迎来了一个新的高
潮。2014年8月16日，来自山东省各个地
方的街舞俱乐部，在名辉豪庭营销中心广
场进行着一场关于团体荣誉的战斗，各街
舞俱乐部均派出了自己的最强战队。

比赛中，各支参赛队伍使出了浑身解
数，均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精彩的演
绎了各种不同类型编曲风格的音乐，高超
的技艺展现和舞蹈编排，让现场的观众尖
叫不止，掌声欢呼声不断。

同一天，名辉豪庭还迎来了一群特殊
的小朋友。他们是来自生活日报小记者团
的成员。小朋友们对名辉豪庭项目进行了
细致的了解，俨然一副专业记者的模样。
通过这些小记者的笔触，我们定将发现名
辉豪庭不一样的风采，让我们拭目以待
吧！

齐舞PK赛火爆进行的同时，名辉豪
庭将感恩回馈进行到底。在上一周的家电
大抽奖活动中，已经送出了海信冰箱、格
兰仕电饭煲、移动充电宝等大奖。本周
六、周天，名辉豪庭又重磅推出康佳波轮
洗衣机、SKG电烤箱、苹果耳机、夏凉
被等奖品！

电建路通车，家从此就在市中心。历
城区首屈一指双名校——— 洪家楼小学、历
城机关幼儿园进驻，助力小名士成才。十
艺济南，8月欢乐季，名辉豪庭新品呈现：80
-145メ新品特惠，8#景观楼王火爆认筹。

加 推

翡翠东郡周末开盘热销，

幸运大抽奖惊喜派送

8月17日，翡翠东郡山景别庭76号楼墅
境洋房再推部分新品。本次推新一如既往
的受到了众多置业家庭的热情追捧，几乎
全部售罄。不少购房者早晨6点就来到营销
中心等候选房，早上8点刚过，营销中心前
就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据悉，翡翠东
郡洋房产品一经上市，就以其优美的环境、
完善的配套、产品的超高性价比和3850元/
平起的钜惠价格，受到了市场的热切关注。

在开盘现场，翡翠东郡推出的面向所
有新老客户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格外引人
注目。洗浴三件套、精美厨房用品、精美雨
伞等等各种惊喜礼品，当场抽当场送，中奖
率极高，几乎人手一份惊喜，整个营销中心
呈现出一片惊喜与欢乐交织的海洋。活动
后，很多业主和客户纷纷表示，翡翠东郡房
子设计的好，住着舒服；学校、医疗等各种
配套也很齐全，住着省心。而其每个周都举
行的各种活动，不仅给业主的生活增添了
一笔靓丽的色彩，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沟
通交流的平台。

重汽翡翠东郡墅境洋房山景别庭，一
份爱家的承诺，仅仅只需首付14万起就能
轻轻松松入手。

品 牌

城央大平层诠释豪宅新风尚

纵览济南市场，作为城市繁华聚集地
的文东片区无疑是最具代表意义的豪门领
地，作为传统文脉的发源地，独享聚银
座、恒隆、省立医院等顶级城市配套资
源；远眺大明湖与千佛山绝美风景；坐拥
山师、山大、山师附小、附中等顶级城市
教育资源。其中最为精华的资源配置唯恒
大帝景私藏。恒大帝景地处文化东路与山
大路两大主干道交会处，除却外部优质的
资源配套，内部设施的打造也堪称顶级。
百亩凡尔赛御景园林、五星级铂金会所、
豪华露天泳池、温泉泡池等豪门顶端配
套，足以配备大人物的高端需求。以3 . 5
米豪阔层高，5 . 8米奢阔会客厅，上百米
超大楼间距、50メ总统级主卧套房等首屈
一指的产品指标，为高端领袖提供最为尊
贵的居住方式。

现恒大帝景220-320メ奢阔大平层，
新品房源火爆热销中，送3000元/メ豪

装；更有95メ学府三房，赠送1500元/メ
9A精装，最后臻席，恭迎品鉴。

业主眼中的恒大城

刚刚在恒大城购买婚房的小张说：
“‘恒大’的名字就是品质的保证，买恒
大城的房子我放心，并且恒大城价格优
惠，两房的钱买三房，这样和爸妈一起住
都不成问题，买三房对于我这种工薪阶层
是痴人说梦，没想到竟在恒大城实现了！
恒大城配套成熟完善，学校从幼儿园到中
学链条式教育体系，省心，再就是恒大城
的房子都是精装现房，省钱还省力，省下
至少半年的房租，这才是真正的好房子，
买恒大城，真是超值！”

陈女士，也是恒大城的老业主，陆续
买了三套商铺，她表示，“之所以买恒大
城，我看中的就是升值潜力，新东站开工
在即，位于新东站核心的恒大城必定是最
大受益者，而且还有双轻轨，买这里一定
升值。新东站建成后每年带来的百万客流
就是财富，恒大城本身业主就有近十万之
多，这么大的客流量，不赚钱才怪。”50
万メ的恒大都市广场是东城首屈一指的商
业地标，商业集群效应会带动东城大发
展。恒大城的社区商铺，面积区间合适，
户型多变，而且沿工业北路布局，这样的
金街旺铺全城难找，最重要的是投入少回
报高，5年稳定回报50%，这么高的回报
率令购房者动心。

本周末8月23日、24日两天，恒大城
将举办“爸爸去哪儿”儿童夏令营召集
会。号召您和孩子来恒大城参加夏令营活
动，参与益智脑筋急转弯、亲子袋鼠跳、
俯卧撑等活动，赢得积分参与抽奖，赢取
“山东省首届沙雕艺术节”门票，数量有
限哦。除了门票，还有大米、毛绒玩具、
迪士尼文具盒、遮阳伞等惊喜礼品。此
外，现场有夏日经典DIY爆米花、西瓜、
圣女果、糖果品尝，夏日美食供来访客户
食用。

恒大绿洲：

四年醇熟大盘 尊享品质生活

恒大绿洲位于济南西部新城中枢、长
清区创意产业的核心板块中心地带，坐拥
大学路、凤凰路两大城市交通主干道，周
边汇集了大量高知人群的大学城已颇具规
模，市重点石麟小学就在家门口。济南首
条轻轨R线即将通行恒大绿洲，15分钟即
可抵达市中心，便捷交通网络将都市繁华
无限拉近，尽享半小时城市生活圈。恒大
绿洲据守轻轨轴线黄金地带，绝佳地段加
上良好的政策支持，未来升值潜力不可限
量。

恒大绿洲生态价值更是首屈一指，不
仅社区周边环绕琵琶山、5000余亩园博园
胜景，社区内也拥有着大面积的园林湖
景。据了解，恒大绿洲以欧陆顶级皇家园
林为蓝本，融入欧式景观的华丽元素，营
造出浪漫闲适的私家湖畔园林。

恒大绿洲经过四年的精雕细琢，以其
前所未有的醇熟社区品质，全方位满足人
们对生活的品质想象，成为泉城人梦寐以
求的首席栖息聚居地。据悉，恒大绿洲湖
景精装学区房全城发售中，54-180メ公
园级湖景美宅4998元/メ起，首付低至
3 . 4万起，再送1500/メ全屋精装！如此
置业良机，实在不容错过。

楼市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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