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1、市民来电：我现在的
单位是福山区的名字叫烟台
德润液晶材料，在这里工作
可是至今也不给我们缴纳公
积金，请问该去什么部门投
诉？

烟台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单位应当按照《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为职工
及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如果发现自己的住房公积金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及时
到当地的公积金管理部门进
行举报投诉。市中心执法科
电话6669260。

2、市民胡先生来电：我
和爱人现在烟台打工，在烟
台没有房产。户口落在彼此
单位的集体户上，今年孩子
就要出生了请问怎么给孩子
上户口？

烟台市公安局：若有自
己合法房产，现将户口迁至
住房再申报孩子落户，若无
房产，单位同意，可暂随落单
位集体户。

3、市民李先生来电：我
是幸福中路片区的居民，现
在附近的幸福河市场占道

经营很严重却没有部门管
理 。道 路 两 旁 常年摊点密
布，摊贩们把摊摆在马路的
机动车道及人行道上，给过
往车辆和行人造成通行不
便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辖
区城管及市场管理所的工
作人员能否出面管理一下
这种占道经营？给我们烟台
留下一个文明城市的文明
形象。

烟台市城市管理执法支
队：感谢您对城管执法的关
心与支持。您所反映的问题
我们已转至芝罘区城管执法
大队进行调查处理。

4、市民黄先生来电：我
们家住在开发区的海信慧园
小区，小区的废弃异味问题
已经反映了很多次了，这几
天，夜间有时白天，海天花园
和海信慧园小区，又开始有
废气异味了，一股物品烧焦
味道，不连续，一阵阵的，熏
死人了，这面居民区附近总
有企业偷排废气，请问这问
题还能彻底得到解决吗？

烟台市环保局：针对您
反映的问题，开发区环境监

察大队去年已排查过该小区
周边企业，您所描述的气味
属福山区皮尔博格企业排放
气味特征，由于区域管辖限
制，建议您向烟台市环保局
反映，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
也可拨打我区环境监察人员
电话13325157777，我们将竭
诚为您服务。

5、市民杨女士来电：我
们家住在芝罘区姜家疃坤宇
小区，在坤宇南街小区的10

号楼39/1的主卧室下面的车
库被经营海鲜的商贩买下，
现在变成了海鲜加工厂。车
库里面从早到晚并且夜间也
有一个24小时超大电泵循环
工作，电流声音非常大，站在
左右四邻的家中用手摸着墙
明显能感觉到墙都在一同颤
抖，声音很大。严重影响我们
周围邻居家人的休息，请尽
快帮助协调解决。

烟台市公安局：针对您
反映的问题，我所会尽快安
排社区民警与物业相关负责
人进行现场落实查证，对发
现确实存在的问题将会对当
事人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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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海海地地产产商商业业发发布布会会启启动动
暨烟台中海地产招商中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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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上午10:30，在中海
紫御公馆售楼处，举办了烟台
中海地产与中国工商银行烟
台分行、爱特启迪幼儿园签约
仪式暨烟台中海地产招商中
心开放典礼盛大启幕。

本次发布会，邀请到了中国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杨明副行长，
爱特启迪幼儿园毕秋菊女士，
烟台中海地产公司总经理姜
海峰，烟台中海地产营销公司
总经理洪宇，多家媒体光临此
次发布会现场。活动开始，中
海地产营销公司总经理洪宇
分别与工商银行以及爱特启迪
幼儿园签订了合同，并合影留念
见证此重大事件的发生。工商银
行与爱特启迪幼儿园领导也针
对此次与中海地产的结盟作出
讲话，各合作商家均表示能够进
驻中海项目，达成本次合作协
议，深表荣幸，并表示会与中海
地产建立长久合作关系。

中海在高新区的商业配套
再升级，成功引进的工商银行使
片区商业业态得以提高，为了给
业主和高新区居民提供更多生
活便利，中海国际社区项目商业

部分已经与同样是世界500强企
业的工商银行达成合作，随着签
约的完成，整个高新区片区内最
大的一家工商银行被引进。

为了进一步促进高新区片
区的商业繁荣，引进更多的企业
和个人进入片区内经营，在中海
银海熙岸项目设立的烟台中海
地产招商中心，也于6月8日迎来
正式开放。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商
界精英前来择址经营。目前中海
项目已与多家商业业态达成合
作意向，包括中海移动、中国联
通、大森林生态健身中心、华怡
医学美容医院、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星巴克等。商业业态之丰富，
具备一定规模类型，目前，中海
商铺还在持续招商中，最低2万
元即可完成个人开铺梦想。

此次发布会荣幸地邀请
到了烟台中海地产公司总经
理姜海峰先生致辞，首先姜
总对工商银行、爱特启迪幼
儿园的入驻表示了热烈的欢
迎，并对烟台高新区的发展
前景作出展望。姜总表示，作
为国资委下属的世界500强成
员企业，中海地产始终以城

市 建 设 者 的 身 份 来 定 义 自
己。自2011年进驻烟台以来，
中海地产就已扎根于高新区
热土，视区域发展为己任。四
年时间里，先后开发了中海
紫御公馆、中海银海熙岸以
及中海国际社区三个项目，
目前已经发展业主3000余名。
在开发每一个项目的同时，
央企中海都会从社区的综合
素质来考量，以最大的努力

来完善社区配套，确保每一
位业主没有后顾之忧。高新
区正以蓬勃的朝气昂扬发展，
不得不说中海地产所吸引的
人员入住和周边配套的完善，
是其日趋繁荣的原因之一。最
后，姜总就今日到访的诸位来
宾及媒体朋友们的到来深表
感谢，并希望各界媒体能够一
如既往地支持中海地产，关注
我们推出的各类产品线。

6月6日晚上7:00，“筑在你
心里”龙湖生活发布暨蓝湖郡
产品发布盛典在皇冠假日酒
店盛大启幕，千人的会场座无
虚席，近千位客户、百位媒体
人和业界精英共同见证了这
场发布盛典，一同感受烟台最
大规模滨海别墅的成熟之美，
见证龙湖·葡醍海湾带来的极
致生活！

一场震撼十足的开场表
演拉开了发布会的精彩序幕，
烟台龙湖地产蓝湖郡项目总
经理于广林先生铿锵有力的
致辞后，与烟台龙湖地产总经
理王勇、烟台龙湖地产物业运
营总监曾晋、龙湖·葡醍海湾
业主代表李莹共同开启启动
仪式，伴随着激昂的音乐，龙
湖生活暨蓝湖郡产品正式开
启，带领大家进入龙湖的世
界。

轻缓的音乐，感人的画
面，龙湖通过社区真实的温暖
小故事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位
观众……一个简短的VCR后，

烟台龙湖地产客户服务中心
总监王钟铭，满怀深情地带领
大家认识龙湖，了解龙湖·葡
醍海湾，从5年前荒芜的盐滩，
到现在的海上城邦，龙湖用心
建设，为烟台市民带去的健
康、关爱和充满文化气息的生
活。作为烟台规模最大，耗资
最大的最纯滨海别墅群，龙
湖·葡醍海湾多年来极力打造
一种健康幸福的人居生活，并
把其融入到这座城的每一个
细节中去，让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体现出龙湖的用心付出。

龙湖集团住宅研发中心
总监郭旌从蓝湖郡产品研发
理念、蓝湖郡的产品价值上为
大家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作为
蓝湖郡产品的首次正式亮相，
无论从建筑还是景观还是居
住理念，都已经做足了准备，
以烟台未曾一见的AR技术立
体投放形式向客户展示别墅
产品的情境与细节，让现场的
客户无不叹服，对于龙湖别墅
生活的憧憬和想象在发布会

上提前感知与鉴赏。
整个活动现场，最让嘉宾

情绪高涨的莫过于现场摇一
摇与大型抽奖活动。龙湖一如
既往地以热情与诚意，回馈每
一位现场嘉宾。Iwatch重磅大
奖、Ipad、多媒体播放器……丰
厚的大奖一次次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在大家的期待与欢
呼中送出。

人气爆棚、国际表演、重
磅产品、高端调性……此次龙
湖生活发布暨蓝湖郡产品发
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龙湖葡
醍海湾带来的别墅人居更让
整个烟台为之振奋。伴随龙湖
蓝湖郡的面世，一个新的人居
时代已经到来。龙湖蓝湖郡火
爆认筹中，联排稀墅珍品即将
开盘！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
数据，2015年北京、上海、广东1～4

月份房地产的投资额均为两位数
快速增长，其中上海投资增速明显
加快。然而，许多省份的房地产投
资形势仍旧低迷，内蒙古、辽宁、黑
龙江、云南、青海同期的房地产投
资 为 负 增 长 ，其 中 内 蒙 古 为 -
28 . 8%，辽宁为-25 . 6%，山东、江苏、
浙江、重庆、湖北、河南等地房地产
投资增速也大幅低于去年同期。

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系列对房
地产消费的刺激政策放出后，房价
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少数
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
场并未掉头向上。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4月份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
均上涨1%，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平均分别下降 0 . 1 %

和0 . 3%。4月深圳、北京、上海、广州
新建住宅房价分别环比上涨1 . 8%、
0 . 7 %、0 . 6 %、0 . 4 %，涨幅为全国第
一、第二、第三、第五名，少数二线
城市房价出现上涨，三线城市房价
仍然下降，仅有徐州、温州、金华微
涨。

关于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
城市的楼市分化，前华远地产董事
长任志强认为，三、四线城市确实
有些供应过大，问题可能不在楼市
本身，而出在人口迁移上。在他看
来，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必须与
城镇化并行，没有产业支撑，人口
转移到别的地区，有些地区空了，
有些地方住房又可能供不应求，出
现错位。“不能用个人感觉去评判
三四线城市都存在着危机，实际是
区域差别巨大，有些二线城市问题
也很多。哈尔滨、沈阳等城市，都存
在一些问题，可能比部分三、四线
城市问题还严重。

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 ,不少城市
楼盘成交量迅速放大 ,整体房价也
微幅上扬。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 5月份全国 1 0 0个城
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569元/平
方米 ,环比由跌转涨 ,涨幅为0 . 45%。

易 居 研 究 院 监 测 的 5 月 份 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0个典型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913万
平方米 ,环比增长 1 5 . 5 % ,同比增长
34 . 9%。5月份 , 30个城市中 ,有27个城
市的成交量出现环比增长态势。

随着政策宽松的预期加强 ,如
今无论是购房者还是投资者 ,都希
望知道在各地库存逐渐消化和地
价越来越贵的情况下 ,是否会有新
一轮房价“大涨”。易居研究院研究
员严跃进表示 ,楼市成交量上升 ,反
映居民购房意愿在增强。在各类利
好政策刺激下 ,预计6月份市场成交
量依然会比较可观 ,尤其大城市的
反弹力度会更大。

自去年各大城市陆续取消住
房限购政策之后 ,关于北、上、广、深
何时取消限购的话题一直不绝于
耳。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 ,近日 ,

市场上又传出6月17日深圳将取消
住房限购政策的消息。对此 ,深圳有
关部门表示 ,上述消息为谣传 ,将继
续执行现有限购政策。

截至目前 ,除北上广深4个一线
城市和三亚外 ,各地已全部取消限
购措施 ,楼市迎来政策宽松时期。

中国指数研究院表示 ,近期货
币政策利好持续加码 ,地方层面也
紧跟中央步伐积极出台相应的“促
需求”和“稳消费”政策 ,与此同时 ,

各大房企也都趁势加大了推盘力
度 ,这些都为楼市回暖增添了动力 ,

最终促使住宅整体成交量的平稳
释放。不过 ,虽然楼市整体回暖趋势
明朗 ,但部分城市库存压力较大 ,供
求关系仍较紧张。

烟台龙湖地产总经理王勇、烟台龙湖地产蓝湖郡项目总经
理于广林、烟台龙湖地产物业运营总监曾晋、龙湖业主代表李莹
共同开启启动仪式。

中海地产营销总经理洪宇与爱特启迪幼儿园签订合同。

三四线楼市陷入“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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