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帮办》栏目旨在和读
者朋友一起解决关于烟台房产
方面的疑难杂症，解答市民心中
疑惑。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疑
问，请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记
者帮办热线：0535—8459745，我
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市民杨先生来电：我在位
于福山区福海路998号的鸿福名
城买了房子，2013年1月1号交的
房，办房产证的钱也已经交给开
发商了，可是至今未给我们办下
来房产证，开发商是烟台高盛置
业有限公司，能否帮忙问一下何
时能办理下来房产证？

记者致电烟台高盛置业有
限公司办公室 (6300999)，接通
后，记者询问房产证一事，工作
人员随即称出现电话故障，听不
清记者的电话内容，然后挂断电
话。多次致电均如此，未得到正
面答复。

2、市民邱先生来电：我们家
住的是房改房，听说之前购买的
房改房现在可以办理土地证了，
我们的房子已经有了房产证。请
问办理土地证需要缴纳哪些费
用？

烟台市国土资源局：房改房
上市交易后办理土地登记需要
缴纳土地出让金，为成交价的
1%。具体登记事宜请咨询所在
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3、市民虞女士来电：2012

年，我们家申请了经济适用房，
2013年，我们申请了公积金贷
款，从2月开始还款。交房时民政
部门说我们的收入增加了，所以
不符合申请经适房标准，要求我
们退房。退房必须先还清贷款，
想问一下要是这个贷款还清了，
以后我们再用公积金贷款买别
的房子，这种情况仍然算二套房
贷款吗？如果算，首付比例、利率
是多少？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申请过一次公积金贷款在还
清后再购房，应执行二套房贷款
政策，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
利率上浮10%。

4、市民邹女士来电：我们小
区是500供暖，我家住在四楼，现
在五楼的住户私自改了家中的
暖气管，而且他家今年也不需要
供暖也不让打开暖气总阀，说怕
打开了自己家中暖气会爆管，请
问我们其他需要供暖的住户该
怎么办?

烟台500供热公司：经电话

与您联系了解了实际情况。《烟
台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 由于室内装修改
造、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或因改造
室内采暖设施等原因，影响采暖
效果的，责任由用户自负；给单
元楼内其他用户造成不良后果
或损失的，责任由该用户承担。”
我公司将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联
系该用户劝导、纠正其违规行
为，但我们没有强制其改正的权
力，所以建议您依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5、市民肖先生来电：我们家
住在芝罘区，是老房子，房产证、
土地证齐全，近期听说我们这里
会拆迁，请问如果拆迁，土地证
和房产证怎么处理，需要缴纳契
税或者手续费吗？

烟台市国土资源局：房产
证、土地证齐全的房屋拆迁会
给您相应的补偿，在您签定拆
迁协议后，房产证、土地证都要
交回办理注销登记。新土地证
需要根据您提供的房产证、土
地权属证明及其他相关材料重

新办理。
6、市民侯先生来电：2010

年我和对象结婚时，我们名下
各有一套房子，我名下的房子
是期房，贷款是在婚姻存续期
间办理的。2012年我们离婚，她
原来的房子归她所有。2013年8

月物业通知我名下的房子可以
办理房产证了，请问如果我的
房子办理房产证，契税是按首
套房算吗？

烟台市地税局：现在您名
下的这套房产属于家庭唯一住
房，契税按照财税 [2010]94号文
的规定执行。(一 )对个人购买
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
(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
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唯一住房
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
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且
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
减按1%税率征收契税。(二 )个
人购买的普通住房，凡不符合
上述规定的，不得享受上述优
惠政策。若有不明，请拨打地税
咨询电话12366-2。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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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万达广场

购房享三重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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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万达广场11月21日盛世开业。丰富多彩的
庆典活动、扣动人心的商家优惠掀起开业热潮，万
达百货、万达影城、华润万家、万达宝贝王等商家都
吸引了大量顾客。烟台万达广场均价约17800元/平
方米，一次性付款9 . 3折，按揭9 . 5折。现在购房享3大
礼包：1 .购房特惠礼：售楼处常规优惠；2 .百店同庆
礼：购房享受额外2%的优惠；3 .幸运抽奖礼：可以参
与活动抽奖，奖品有万达影城钻石卡、iphone6等。

中铁·逸都

高层5千元抵7万元

中铁·逸都现6-7#、9#、11#号楼清盘销售，小
户型均已售完，剩余少量大户型房源。小区内幼儿
园和商业部分预计将于2015年开始动工。高层小面
积房源价格约6600元/平方米，大面积房源价格约
7000元/平方米，小高层房源价格约8000元/平方米，
洋房价格约9000元/平方米。现高层交5千元抵7万
元，小高层、洋房交5千元抵9万元，同时推出50套0

利房。

烟台星颐广场

交1万元抵3万元

烟台星颐广场住宅3号楼94-105平方米通透三
房加推，交1万元抵3万元，现场有认购砸金蛋、1元
竞拍iphone6、舒朗时装大片免费拍等活动，还有西
门子滚筒洗衣机、1000元加油卡、振华购物卡、芒果
造型卡等，豪礼一重又一重。现住宅均价7500元/平
方米，6#和8#已封顶，商铺认购立减5万元。

项目地址：开发区长江路与嵩山路交会处西南
角(福星大厦斜对面）。

龙湖·葡醍海湾

独栋5万元抵20万元

龙湖·葡醍海湾独院370万元起，最高520万元/

套，5万元抵20万元优惠持续进行。高层均价7500元
/平方米，全款9 . 8折，按揭9 . 9折。精装公寓均价9000

元/平方米，1万元抵2万元。凡是成功推荐新客户购
房的老业主，除了可获得常规一次性奖励之外，还
将根据推荐数量等，有机会获得年度“友家之星”的
额外奖励。奖品为包括购买龙湖房立减50万元的特
惠权大奖在内的总价值数百万元的礼品。

绿叶·五彩都会

甲壳虫公寓11月29日开盘

绿叶·五彩都会甲壳虫精装公寓将于11月29日
开盘，成交均价为6988元/平方米，首期推出的公寓
产品户型面积40-60平方米不等，全部精装修交付。
五彩都会一期所有房源预计将于2016年5月交房。
五彩都会商铺现已正式认筹，认筹期间交5万元抵
10万元，同时送价值1000元的振华购物卡。

项目地址：莱山区港城东大街与长宁路交会处
(烟台市政府南16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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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是零售学用语，现商用
物业开发也借用该词，意指商业
圈或商势圈，指在一定时间内达
到某一购物或消费频率的顾客
群，以其所处的最远距离为半径，
划定的一系列圆形或方形区域，
简言之，即为优先选择到某商店
或商业聚集中心消费的顾客分布
区域范围。商圈一般按层次分为
核心商圈(离消费地最近，吸纳总
量50-80%顾客的范围)、次级商圈
(吸纳15-25%顾客的范围)、边缘
或辐射商圈(吸纳5-25%顾客的范
围)。商圈就是指店铺以其所在地
点为中心，沿着一定的方向和距
离扩展，那些优先选择到该店来
消费的顾客所分布的地区范围，
即店铺顾客所在的地理范围。

CBD是C en t r a l B u s i n e s s
District的缩写，一般译作中央商
务区、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
其概念最早产生于1923年的美
国，当时定义为“商业会聚之处”。
随后，CBD的内容不断发展丰富，
成为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乃至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枢。例如北
京长安街、建国门和国贸等的汇
聚区即北京的CBD。一般而言，
CBD具备以下要素和特征：它是
城市的功能核心，城市的经济、科
技、文化、商业等高度集中；它交
通便利，人流、车流、物流巨大；它
白天人口密度最高，昼夜间人口
数量变化最大；它位于城市的黄
金地带，地价最高；它高楼林立，
土地利用率最高。

底商是指位于住宅楼第一
二层的商铺。一般住宅，特别是
高层住宅的第一层、第二层销售
都较为困难，其价位也较其他层
位低。所以开发商通过转向做底
商，价格可以卖得更好，同时小
区的商业配套也得以解决。目前
市场上，大盘社区因为有多而稳
定的住户，商铺的经营胜算相对
较高，投资风险相对小一些，其
底商率先得到投资者青睐。因为
未来有大面积的住宅和众多住
户做依托，投资者对底商的发展
前景基本看好。有些住宅底商主
要的客户对象是住宅社区里面
的居民，要根据小区业主的消费
档次、消费需求、消费心理、生活
习惯来设定经营方式。

售后包租，是指房地产开发
经营企业或房屋产权单位，在其
投资建造的商品房出售时与买受
人约定，出售后的一定年限内，由
出售人以代理出租的方式进行包
租，以包租期间的部分租金预先
冲抵部分售房价款，或每年支付
一定比率回报。售后包租一般出
现在商铺、写字楼、商用住宅(如
酒店式公寓、商住楼)等的销售过
程中，售后包租有多种形式，包括
返租回报、带租约销售、利润共
享、保底分红等等，但其共同点是
都以承诺一定比例的租金回报的
方式吸引买家入场，其各种具体
形式都必然包括房屋买卖及租赁
两个环节，只是在投资者收益方
式等细节安排上有所不同。

产权式商铺，是国际流行的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一种房地
产商铺产品形式，最早出现在20

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近年才
开始出现在国内。具体是指发展
商将大商场分割成若干个小面积
具有独立产权证的商铺，并将其
全部或部分以物业公司或商场经
营管理公司的名义，承诺投资者
在一定年限内给予每年固定或保
底加抽成的回报。产权式商铺以

“现金回报+独立产权+服务馈
赠”的模式出现，特点是产权分
散，统一管理、统一招商和统一租
赁。投资者可以从经营者处获得
租金回报，经营者以统一的形象
对外经营，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
达到业主与发展商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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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铭仕城

交3万元享8 . 7折优惠

兴盛·铭仕城项目现一期已开盘，推出32层的
11#东单元、33层的19#东单元、30层的12#和33层的
21#，面积区间在70-120平方米，均价5700元/平方
米。现购房享交3万元享8 . 7折优惠，同时全款9 . 6折，
按揭9 . 8折。11月5号推出的6套秒杀房源已售罄。现
每天推出一套特价房。

项目地址：高新区海兴路与成龙线交会处(烟
台二中新校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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