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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月月港港城城楼楼市市回回温温，，上上涨涨收收官官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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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女士来电：我家原
来住在胜利小区片区 ,2012年拆
迁,拆迁工作是由芝罘区住建局
拆迁办负责的。拆迁后我们家
被安置在西山颐苑小区的3号
楼，搬入至今都未办理房产证，
能否帮助询问一下何时能给我
们顺利搬下来房产证？

烟台市芝罘区住建局工作
人员房女士：现在胜利片区还
有一部分居民未搬迁，要这一
片区的居民全部搬迁完，回迁
工作全部完成再统一办理房产
证，时间暂时不能确定。

2、市民陈先生来电：2009年
我在芝罘区的山水合一花园购
置了一套房产，3号楼3-802，是
贷款买的。2013年就给开发商交
了办理房产证的钱2万多元，可
是至今迟迟未办理下来。我们
多次找过山水置业有限公司，
可是开发商说因为其他用户没
有交钱所以办不下来房产证。
既然办不下来，我们想要拿回
交的钱，可是开发商拒绝将我

们已交付的钱退还给我们。现
在究竟是该等待办证还是要求
开发商退钱？

烟台山水置业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赵先生：钱不可能退，原
因 我 也 不 清 楚 ，办 公 电 话
(6665600)。

3、市民胡先生来电：我在福
山万科假日风景买的房，在开
发区工作，户口是单位集体户
口，现在想把户口迁到自己房
子名下。想问一下需要去哪里
办理，需要带什么材料？

烟台市公安局：因购房迁
移需出具本人房产证原件及复
印件、集体户口本内页和二代
证原件及复印件、万科社区落
户介绍信，请本人携带以上手
续到福新路派出所户籍大厅申
请。咨询电话：0535-6463680

4、市民周先生来电：2010年
购买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
路东面通世新城小区房屋一
套，可是5年过去了房屋仍然无
法办理房产证，开发商是黄务

实业有限公司。我们多次去找，
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究竟何
时能办妥房产证，哪个部门能
关注一下此事？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房产登记是一种依申请而
启动的被动行为，房产登记机
关不能主动为房产办理登记，必
须由申请人提供齐全的、符合规
定的要件，经房产登记机关审查
合格后，方能办理产权登记。通
俗地说，房产证办理必须首先由
申请人提出申请。开发商逾期办
证，属于典型的民事违约行为，
购房者可以按照双方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要求开发商承担逾
期办证的违约责任，协商不成的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5、市民聂先生来电：2012年
我继承了父母的房改房，房产
证已经更改为我的名字，但是
土地证一直未做更名，请问土
地证是否要更名？如果更名是
否会按二手房那样缴税？

烟台市国土资源局：根据我
国的法律法规规定，房产和土地
的使用者名称一致才能受到合
法保护。由于我市的不动产登记
部门尚未成立，且已办的房产和
土地登记继续有效。建议您在办
理完房产更名后再到国土部门
办理土地证变更登记。具体登记
及收费方面的问题请咨询所在
地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6、市民姜女士：我家住在芝
罘区的锦绣新天地29号楼，由于
9楼住户出现泡水情况，导致两
部电梯被迫关闭，我家住的楼
层比较高，没有电梯生活不便。
请帮忙尽力协调一下，尽快维
修电梯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锦绣新天地29号楼一住户家中
泡水导致该栋楼电梯进水，该小
区物业公司正与该住户协商电
梯赔偿事宜，现电梯正在维修
中，由于配件需要到厂家采购，
肯定会耽误几天，给您以及您的
家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三月以来，整体市场较为平稳，烟台楼市成
交持续走高，周成交量节节攀升。特别是最后一
周，成交量接近600套，以上涨行市收官。

三月首周成交288套

楼市回归常态
据同策咨询数据监测显示，三月首周(3 . 2-

3 . 8)烟台六区成交288套，环比上涨93 . 3%；开发区
成交81套，夺六区桂冠。

据了解，在六区成交方面，开发区成交81套，
位居六区首位，成交量环比上涨39 . 7%。区域成交
主要来自：越秀星汇金沙网签11套。福山区成交
69套，位居六区第二位，成交量环比上涨109 . 1%。
区域成交主要来自：建盛福海城网签14套。芝罘
区成交66套，位居六区第三位，成交量环比上涨
73 . 7%。区域成交主要来自：金象泰吉祥家园网签
15套。莱山区、牟平区和高新区成交量较少，分别
网签33套、30套和9套。

根据同策咨询提供的数据，三月首周烟台全
市成交top10也已出炉。其中，芝罘区的金象泰吉
祥家园以成交15套位于排行榜首位。其次，建盛
福海城成交14套、阳光首院成交11套、越秀星汇
金沙成交11套、山水龙城成交10套、上居和园成
交10套、玫瑰园成交9套、大成门成交8套、金地格
林世界成交7套、海信天山郡成交7套。

三月第二周成交403套

持续回温
据同策咨询数据监测显示，三月第二周(3 . 9—

3 . 15)全市成交403套，环比上涨39 . 9%。开发区成交
125套，位居六区首位。上周无土地供应，福山区有2

宗住宅类、1宗商服类土地成交。
六区成交量中，除莱山区，其他五区成交均环

比大幅上涨。开发区成交125套，位居六区首位，成
交量环比上涨54 . 3%。区域成交主要来自：澎湖山庄
上周网签19套。芝罘区成交110套，位居六区第二
位，成交量环比上涨66 . 7%。区域成交主要来自：山
水龙城、楚盛现代城上周网签各12套。福山区成交
106套，位居六区第三位，成交量环比上涨53 . 6%。区
域成交主要来自：由于7#、8#集中网签，建盛福海
城上周网签24套、阳光首院上周网签21套。牟平区、
高新区和莱山区成交量较少，分别网签54套、26套
和-18套(万象城上周有55套房源客户未及时签约，
影响草签撤销)。

第二周，烟台全市成交top10也已出炉。其中，
福山区的建盛福海城以成交24套位于排行榜首位。
其次，阳光首院成交21套、中海国际社区成交20套、
澎湖山庄成交19套、越秀星汇金沙成交16套、万科
假日润园成交13套、楚盛现代城成交12套、山水龙
城成交12套、海峰成交11套、翡翠明珠成交9套。

第三周卖房580套

环比涨43 . 9%
同策咨询数据监测显示，第三周(3 . 16—3 . 22)

全市成交580套，环比上涨43 . 9%，整体市场较为
平稳，年后市场依旧处在去库存阶段，续销稳中
有升。

六区成交量中，福山区、开发区、高新区成交
环比上涨，其他三区成交环比下滑。开发区成交
190套，位居六区首位，成交量环比上涨52 . 0%。福
山区成交109套，位居六区第二位，成交量环比上
涨2 . 8%。芝罘区成交102套，位居六区第三位，成
交量环比下滑7 . 3%。莱山成交85套，位居六区第
四位，成交量环比上涨572 . 2%。高新区、牟平区成
交量较少，分别网签50套、44套。

根据同策咨询提供的第三周烟台全市成交
top10名单，莱山区的祥隆万象城以成交47套位
于排行榜首位。其次，天颐郦城时光里成交35套、
阳光首院成交22套、越秀星汇金沙成交19套、中
海国际社区成交18套、金桥澎湖山庄成交14套、
王老太君悦湾成交13套、万科假日润园成交11

套、桦林颐和苑成交11套、海信天山郡成交11套。

楼市回暖

第四周成交592套
同策咨询数据监测显示，2015年3月第4周(3 . 23

-3 . 29)，烟台楼市新建商品房成交592套，环比前一
周上涨2 . 1%，3月以来周度成交持续上涨。成交量上
涨主要得益于多个刚需项目的持续网签，如开发区
澎湖山庄和万科城、福山区阳光首院、芝罘区翡翠
明珠等。

具体到各个区域来看，本周(3 . 23-3 . 29)，六区
成交量中，三区上涨三区下跌。芝罘区、高新区、牟
平区成交环比上涨，其他三区成交环比下滑。其中
开发区本周成交177套，位居六区首位，成交量环比
下滑6 . 8%。芝罘区本周成交142套，位居六区第二
位，成交量环比上涨39 . 2%。福山区本周成交103套，
位居六区第三位，成交量环比下滑5 . 5%。莱山区本
周成交73套，位居六区第四位，成交量环比下滑
14 . 1%。高新区、牟平区成交量较少，本周分别网签
52套、45套，成交环比分别上涨4 . 0%、2 . 3%。

根据同策咨询提供的数据，3月第4周(3 . 23-
3 . 29)烟台全市成交top10也已出炉，最后一周，各项
目网签量依然保持了比较平稳的态势。从区域来
看，西部福山区和开发区从月初就表现出极强的生
命力，top10楼盘上榜项目中，6个项目盘踞榜上，芝
罘区两项目在榜，莱山区和高新区各有一个项目在
榜。其中，开发区金桥澎湖山庄和福山区阳光首院
两项目分列1、2位，成交量分别为30套、23套；开发
区万科城和芝罘区翡翠明珠成交22套排名并列第
三。5-10位的项目分别是，万科·青年特区(21套)、蜜
橙(18套)、中海·国际社区(16套)、上海滩花园(15套)、
海信·天山郡(12套)、海信·依云小镇(11套)。

专刊记者 刘杭慧 整理

芝罘区 莱山区 福山区 开发区 高新区 牟平区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套 3月第三周烟台六区成交情况

190

102
85

109

50 44

芝罘区 莱山区 福山区 开发区 高新区 牟平区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套 3月第一周烟台六区成交情况

81
66

33

69

9

30

芝罘区 莱山区 福山区 开发区 高新区 牟平区

150

120

50

25

0

-25

套 3月第二周烟台六区成交情况

125
110

-18

106

26

54

芝罘区 莱山区 福山区 开发区 高新区 牟平区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套 3月第四周烟台六区成交情况

177

142

73

103

52
45

制图：武春虎


	J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