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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C12 今日烟台

小小户户型型总总价价低低且且兼兼具具投投资资属属性性
公寓产品受热捧

专刊记者 孙芳芳

比起购买住宅产品每月动
辄三五千的房贷压力，小户型、
低总价的公寓产品让不少购房
者在出手时更为从容。同时由
于兼具投资属性，公寓产品越
来越受到港城市民的关注。

随着烟台的商务氛围越来
越浓厚，外地驻烟商务人员数
量也日益渐增，这也使得公寓
产品的需求量大增。近年来各
开发商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公寓
产品，目前市场上五洲国际、五
彩都会、宝龙城市广场、天马中
心广场等项目都有自己的公寓
产品，而且一经推出便备受购
房者关注。

为何小公寓会受到热捧？
总的来说，相对于住宅产品来
说，购买公寓产品不需要太大
的投资，虽然面积大小不一，户
型各异，但是二三十万的投资
差不多就可以买到心仪的产
品，相比较购买住宅产品动辄

七八十万的总房款压力要小很
多。

户型方面，小公寓多以30-
60平方米的面积为主，虽然不
如住宅舒适，但兼容性很大，作
为办公场所或是出租，都是不
错的选择。而且，公寓产品户型
灵活多变，多变的户型还能互
相组合，不少公司都是两三间
小公寓组合而成。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开发
商对于公寓产品的热衷源于对
当前市场的特点和判断。对于不
少刚需者而言，他们与讲究居住
舒适性的改善型置业者不同，受
制于有限的经济实力。因此，在
面对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
一套住宅时，小户型低总价的公
寓产品显然更具吸引力。

“工作后攒了一些钱，大概
有十几万，家里再填补点，想买
个小公寓先住着。”近段时间，
在莱山一家会计事务所上班的
张女士正辗转各个公寓项目看
房，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打算买

了公寓后结婚前自己先住着，
结婚后再进行出租，而家里人
也十分支持她的想法。

那么到底该怎样选购公寓
产品？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还是
要注重地段，好的地段会带来
升值空间和增值潜力，注重周
边的基础配套设施和交通情况
是选购公寓最需要考虑的地
方。当然，也要考虑所在区域的

未来发展前景，有的新兴区域
的公寓产品，虽然交通以及相
关的配套设施暂时还不太健
全，但要考虑所在区域的规划
前景，要把公寓产品作为一种
长线投资，随着区域的发展和
成熟，周边公寓产品也定会随
之而升值。同时，在选择公寓产
品时，好的朝向和楼层也是十
分重要的。

房房产产维维权权法法律律热热线线受受读读者者热热捧捧

为了帮助读者解决各种
房产纠纷，本报开通了房产
维权法律热线，邀请专业房
产律师为读者解答各类涉及
房产的法律问题，同时进行
案例解读，将各类可能产生
的房产纠纷防患于未然。房
产维权法律热线开通首周就
接 到 了 众 多 读 者 的 来 电 咨
询，本报邀请专业律师进行
了解答，同时对于比较典型
的问题进行了如下解析。如
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房产方
面的纠纷，可以继续通过本
报 房 产 维 权 法 律 热 线
18660095707进行咨询。

1、关键词：延期交房

王先生2 0 1 3年购买商品
房，开发商交房时间一拖再
拖，如今已经延期一年多，问

是否可以按照《商品房买卖合
同》的约定解除购房合同并要
求开发商返还购房款及赔偿
损失。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
师付磊解答：正规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都会约定如开发商
出现延期交房，则购房者可以
选择向开发商主张逾期交房
违约金或者解除合同，所以王
先生可以按照《商品房买卖合
同》中关于退房的约定行使解
除权。

付磊律师在此提醒：如
开发商出现逾期交房而购房
者要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
时要注意合同中关于解除权
的约定。大多数《商品房买卖
合同》会有附件，而附件会对
解除权的行使进一步约定或
者对主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行
使期间做出改变，所以购房
者在行使解除权时一定要注
意附件对于解除权是否有其
他约定。在以前处理的案件
中很多购房者因为忽略了合
同 附 件 而 最 终 丧 失 了 解 除
权。

2、关键词：顶名购房

刘先生咨询称2012年因自
己存在不良信用不具备贷款资
格所以以亲戚名字办理贷款，
并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但首付款和日后贷款一
直是自己支付，商品房至今未
居住。今年房产证已经办理出
来，产权人是亲戚。因2012年购
房时房价还较低，现在已经增
值近一倍，所以亲戚现在不想
将商品房及房产证交付刘先
生，只想支付刘先生已经实际
支付的购房款，刘先生该如何
处理？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根据《物权法》规定
不动产以登记为准，不动产权
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
物权的证明，但因物权的归属、
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
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所以刘先
生可以与亲戚协商办理过户登
记，协商不成可携带相关凭证
到法院进行确权诉讼。

付磊律师在此提醒：现实

生活中存在类似“顶名购房”情
况很多，并非所有的“顶名购
房”都可以通过确权诉讼进行
维权，有的购房者是为了逃避
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或丢失相
关证据最终不获支持，所以，

“顶名购房”需慎重。

3、关键词：房产继承

马女士咨询称，其和老伴
共有一套住房，但其老伴已经
去世，他们还有3个子女，现在
想等其去世后将房产留给小女
儿，问如何处理？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因该套住房属于马
女士和其丈夫共同财产，其丈
夫已经去世，所以在其丈夫没
有遗嘱情况下，该住房二分之
一产权应进行法定继承，马女
士在征求其另外两子女同意放
弃继承权情况下可通过书面遗
嘱形式将房产留给小女儿。

付磊律师在此提醒 :自书
遗嘱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
内容并签名按手印；同时注明
年、月、日，三项缺一不可。

烟烟台台公公寓寓受受宠宠，，住住家家办办公公皆皆可可

专刊记者 夏超

今年港城公寓市场有一些
新变化，那就是一批高档公寓
产品集中出现。“我们的公寓是
精装修的酒店式公寓，现在剩
得不多了。”芝罘区一家楼盘的
工作人员说。购买公寓的多是
用来投资，不少人是作为二套
房、三套房买入的。

据记者了解，由于区域的不
同，公寓的价格也都参差不齐，
有的海景类公寓型住宅，均价已
经上万，而一些楼盘仍停留在每
平方米7000元左右。酒店式公寓
一般以小户型为主，面积一般在
50平方米左右，总价低，或住或
租，投资都比较灵活。

伴随城市的发展，公寓产
品也进入了升级换代的时代，

公寓的种类与分工也越来越细
化。有旅游度假式的也有商务
办公式的。据置业顾问介绍，酒
店式公寓的多重优势非常明
显，具有“自用”和“投资”两大
功效，业主既可自住，又可交给
物业进行出租获得收益。因为
拥有酒店式的配套和服务，其
租金要明显高于住宅。酒店式
公寓的购买群体主要为商务人
士、时尚白领一族，还有一部分
则是纯投资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
一线房企都把公寓纳入项目
里,之所以开发公寓这种类型，
是因为要迎合消费者不同的需
要。以中铁逸都为例，高层是主
打，小高层用于高层和洋房之
间的过渡，公寓作为高层之后
的另一种选择，再高端的可以
选择花园洋房。但如果是毛坯
房的话，差不多是在7000元/平
方米左右，这样在价格上提供

一个“阶梯式菜单”，也是地产
整盘营销的策略。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开发
商对于酒店式公寓的热衷源于
对烟台市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特
点和判断。对于不少刚需者而
言，他们与讲究居住舒适性的
改善型置业者不同，其受制于
有限的经济实力。因此，在面对
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一套
住宅而言，酒店公寓的产品特
点显然更具吸引力。

烟台酒店式公寓的概念，
已超出初级阶段“小户型住宅”
的模式，伴随产品的升级，公寓
兼顾住家和办公功能的商住两
用型公寓为主，相对住宅，公寓
的地段和物业的配套要求更加
明显。现在公寓的概念更多的
是共享了高档社区的配套设
施，而像健身房、游泳场、SPA、
会所配套等等硬件设施使得公
寓更具有投资潜力。

中海国际社区

商业街均价2万/平方米

中海国际社区二期团购1万
抵扣2万，按时签约9 . 8折、一次性
付款9 . 9折、“老带新”9 . 9折优惠，
4980元/平方米起价，均价5600元/

平方米。高层一期在售面积有72

平方米、95平方米，均价5500元/平
方米。最新工程进展：项目已经封
顶。

中海国际社区5月2 3日推出
新的小高层房源，共200余户，楼
号为26、28、29、26、28号楼主要为
135平米，29号楼为88平米和115平
方米，现折后价格6400-6500元/平
方米，一万抵两万并享受一次性
付款9 . 9折，按时签约9 . 8折优惠。

保利香榭里公馆

最高优惠14万

保利香榭里公馆三期准现房
在售，收尾工作进行中，6月将交
付，108平方米-173平方米三居任
意选，整体均价为 6 9 0 0元 /平方
米，现交5000元最高优惠14万元。

金地格林世界

6月7日盛大开盘

金地格林世界三期升级新
品，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梦想
社区。金地格林梦想+本次共推出
4栋楼，分别为 6号楼楼王：面积
126平方米，18层小高层，一梯一
户 ，南 北 通 透 ，新 贵户 型 ，均 价
6000元/平方米。5号楼和8号楼：面
积77平方米，82平方方米和95平方
米，18层小高层，两梯四户，金地
经典小户型，无面积浪费，超低首
付，均价5700元。7号楼：面积77平
方米、82平方米和95平方米，27层
高层，经典小户型，65米超宽楼间
距，超高性价比，均价5500元。

中铁逸都

现房清盘特价6200元/㎡起

中铁逸都全新叠拼复式荣耀
启航，76平方米通透复式大三房，
110%超高得房率，让生活精彩分
层，样板间开放在即，优惠更大更
劲爆！2 . 1期85-117㎡醇熟现房，清
盘特价6200元/㎡起！

阳光首院

四期47#楼交5千抵2 . 5万

阳光首院四期高层47#楼、48
#楼在售，4 7#楼五一开盘，均价
5700元/平方米，交5千抵2 . 5万；48
#楼均价5200元/平方米。四期29#

楼、33#楼、34#楼为102-120平方
米洋房，总价67万起 ;三期剩余房
源不到10套，洋房均价6800元/平
方米，高层剩顶层房源。最新工程
进展：三期已封顶，四期48#楼即
将封顶，预计2016年年底交房；47
#楼建到13层左右，洋房29#楼、33
#楼、34#楼建到4层左右。

烟台莱山宝龙城市广场

正式更名

烟台莱山宝龙城市广场更名
为烟台莱山宝龙广场，烟台莱山
宝龙广场“团购聚划算”VIP专场，
4#清盘钜惠，95-129平方米学区
三房，首付6万起，现整体均价为
7000元/平方米。

房房产产维维权权
法法律律热热线线：：1188666600009955770077

楼市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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