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山山语语世世家家房房子子就就能能领领11000000元元补补贴贴

专刊记者 刘杭慧

自本报启动了置业山语世
家可领首付资助金的活动以来，
活动得到了市民的热烈好评，自
2015年开年以来，本报陆续推出
的首付资助金的活动在社会上
引起了极大的好评，不仅给购房
者提供了优质的楼盘推荐，更用
真金白银的方式为购房者提供
首付资助金。本次首付补贴的活
动，芝罘站山语世家项目的所有

房源均参与此次活动。
对于年轻人而言，买房置业

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功课之
一，而区位、配套、房价都是不少
年轻人在意的因素之一，山语世
家位于烟台生态新城，东邻青年
南路，南邻港城西大街，西依苍
翠马山、蓁山，北至规划路，是芝
罘区连四区远及全省各地的枢
纽，片区内种植花卉比较集中，
绿化率高，生态环境佳，被誉为
烟台的“南花园”。

山语世家的开发理念是缔
造一个现代中式的高品质社区，
为此项目做了很多独具特色的
设计，比如大小院落的围合，超
高的绿化率，超宽的楼间距等。
目前在一期居住的业主都是烟
台市的高端人群，二期自在山产
品在一期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优
质的升华。

产品方面，项目最外围沿青
年南路是高层区和商业配套区，
主要满足社区内的商业需要，同
时也将整个社区围合。将来会有
超市、银行等日常生活的必须配
套入驻，为业主的生活提供最大
的便利。事实上项目周边目前配
套已经非常成熟，黄务中学、黄
务商业街、市场、银行、医院等一
应俱全。烟台重点中学三中也即
将投入使用，两分钟可以到达城
际轻轨官庄站。

外围区之后是四栋11层的景
观洋房，这四栋电梯景观洋房东
向项目主景观，西向内景观组
团，可以说是满目芳华，户型面
积也是135—147㎡的一梯两户方
正户型，其中顶层赠送全面积顶

跃层，再向内是花园洋房区和别
墅产品区。

近期，山语世家又推出了自
由客项目，约13—68㎡的优选小
户型卓然来袭，全额首付不到1

万起，月供360元起，70年产权在
芝罘。山语世家产品呈现多样
化，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不同需
求，产品规划中，突出了合院布
置和绿化及景观小品组合。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本报开
通的电话、微信等途径进行报
名。齐鲁晚报工作人员会根据您
的具体情况确认您是否符合报
名条件，报名成功后，凡在9月30

日前购买山语世家房源的读者
将获得齐鲁晚报补贴的1000元
首付资助金。在奖项领取方面 ,

所有获奖者需在9月30日活动结
束后持报社发放的1000元首付
资助金奖券及与项目签订的购
房合同到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处领取。

报名方式：

1 、电 话 报 名 ：拨 打 报 名 电 话

0535—8459745，留下姓名、联系方
式等信息，齐鲁晚报工作人员会
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确认您是否
符合报名条件。
2、微信报名：扫描二维码并添加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微信公
众号，发送“山语世家+姓名+手
机号”进行报名，齐鲁晚报工作
人员会根据手机号联系您，确认
您是否符合报名条件。

活动参与流程：

1、报名：市民在活动期间可通过
电话、微信等方式报名参与活
动，山语世家所有房源均参与此
次活动。
2、奖券发放：经过确认您符合报
名条件后，本报将发放给您一张
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
3、奖金发放：9月 3 0日后举行
奖金发放活动，所有在活动中
成 功 购 房 的 购 房 者 可 凭 报 社
发放的 1 0 0 0 元首付资助金奖
券及在 9月 3 0日前与项目签订
的购房合同领取 1 0 0 0 元首付
资助金。

安安德德利利迎迎海海花花园园，，不不可可多多得得的的投投资资宝宝地地
专刊记者 夏超

由本报携手安德利迎海花
园组织的“首付补贴”活动一经
报道，便有很多读者报名参加。
几天来，读者问得最多的就是住
在牟平方便吗?尤其对该区域不
太了解的读者总有一种很远的

“心理距离”。
从莱山永旺(原佳世客)驱车

沿着滨海东路东行，15分钟即可
到达安德利迎海花园。位于滨海
东路与牟平区通海路交会处的
安德利迎海花园有着十分快捷
的10分钟居住配圈:10分钟可达国
家AAAA级旅游风景区养马岛；
10分钟到达牟平中心商务区，购
物餐饮，一应俱全；10分钟车程可
到达高尔夫球场，享受至尊休
闲；5分钟到达省级重点高中牟
平一中，接受贴身教育资源；5分
钟到达滨州医学院牟平附属医
院，健康就在身边。

安德利迎海花园作为牟平的
重点工程，不仅拥有极佳的地段
优势，而且周围建有鱼鸟河、沁水
河两个公园，项目西边30米还有

牟平区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占地
800多亩的烟墩山体育公园，公园
内设室内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健
身场所、排球场、篮球场、5对5足
球场、休闲公园等，真正实现了运
动健身、娱乐就在家门口。

一直以来，滨海路更多地被
当成观光大道，随着龙湖、中冶等
落地滨海大道东，打造5个百亿项
目，撬起了烟台东部商圈。安德利
迎海花园位于烟台东部商圈,项目
自身还有五六万平方米的商业配
套,未来业主的生活需求完全无后
顾之忧。今年,安德利迎海花园即
将交房，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
工，5月份社区景观将完成，届时
将呈现一幅滨海现代化生活城的
美好图画。若在此给父母买一套
海景房，真正是养老好地方。

安德利迎海花园面山观海 ,

绿化出色 ,是烟台不可多得的休
闲养生楼盘。既有山又有海,可以
说是鱼与熊掌兼得。小区的住宅
呈南北向布置 ,户型设计将最大
程度地保证每户可饱览远处海
景与小区内的景致景观 ,极大地
提升了住区的品质。住宅均采用

30层的板楼形式 ,留出更多的绿
地景观用地与体育活动场地 ,充
分满足住户休闲娱乐的需要。

完善的健身设施配套 ,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 ,使得迎海花园
有资格成为烟台顶级的海景休
闲社区 ,也成为独一无二的生态
宜居楼盘。

记者还注意到，安德利迎海
花园推出“一户入住即供暖”的
宣传语，在当下有的小区入住一
两年仍然不供暖的情况下，安德
利迎海花园的宣传语不免让人
存有疑惑。“一户入住即供暖”到
底是噱头还是真实的承诺?供暖
由安德利集团旗下的亿通热电
来供应，早在迎海花园项目工程
主体完工时，供暖管道就已铺到
楼前。其实,一户入住即供暖在安
德利另一个项目早已实现。

“不管从环境、交通 ,还是产
品品质 ,安德利迎海花园都是不
错的居住选择 ,近几年 ,随着牟平
区的经济发展、周边配套的完善,

更多置业者将目光投向这个区
域。”职业经理人张经理告诉记
者 ,牟平区发展十分迅速 ,跟两年

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有很多大企业、大开发商在这
里落地生根，秀丽的风光和度
假、养生的发展理念吸引着更多
人走进牟平。同时,养马岛旅游度
假区将形成集商务、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天然的环
境优势加上不断健全的配套建
设，使得这个区域将成为居住、
投资的宝地。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本报开
通的电话、短信、微信等途径参

与报名获得抽奖资格。凡购买安
德利迎海花园读者将获得齐鲁
晚报补贴的1000元首付资助金。
在奖项领取方面，所有获奖者需
在9月30日前持与活动参与楼盘
的购房合同到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处领取。报名参与条件很简
单，只要您之前没有参与迎海花
园的看房活动，您就可以参加这
次首付补贴活动。即日起接受报
名，咨询电话18660095726，报名时
需要提供您的姓名、电话。

房房产产维维权权法法律律热热线线为为市市民民答答疑疑解解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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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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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未过户，被查封后如何
维权？

去年4月份孙先生通过中介
在芝罘区购买王先生名下二手
房一套，为规避较高的税费，所
以双方书面约定暂不办理过户
登记。今年6月份孙先生提出过
户登记，但被房管局工作人员告
知因王先生与他人存在经济纠
纷其所购房屋已经被法院查封，
因此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孙先生
咨询如何处理？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孙先生可及时向查封
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在法
院查封前已经与王先生签订购
房合同及交付购房款的银行转
账凭证、中介证明等，要求法院
解除查封。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购房者在购买二手
房时签订买卖合同之后尽快办

理过户登记，因为根据我国《物
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
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
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
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不动产未及时办理过户
登记有可能会被其他机关或权
利人依据物权公示原则设置他
项权，虽然日后有可能通过法
律程序进行补救，但要考虑维
权时间和成本。
2、二手房未交易成功，是否应支
持中介费？

莱山区何女士有一套房屋，
去年9月，在一家中介公司的帮
助下以80万元价格出售，但11月
份担保公司电话告知，购房者因
征信存在问题导致按揭审批手
续未通过银行审批，最终何女士
房屋未成交。但今年6月份，中介
公司把何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
其支付8000元的中介费。何女士

问中介公司要求支付中介费是
否有法律依据？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由于买房人征信问题
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继而与何女
士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的解
除不是何女士原因造成，所以其
不应当向中介公司支付该笔中
介费。但如果中介公司提供了相
应的居间服务，则可以依据中介
合同的约定向房屋买卖双方索
要相应的中介服务费用。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在购买二手房时买卖
双方在与中介公司签订中介服
务合同时尽可能地对中介费的
收取标准、支付条件、未促成交
易时中介费的收取标准等进行
详细约定。
3、合同未约定违约金标准，该如
何主张违约金？

刘女士2013年在高新区购买

商品房一套，《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交房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
但至今开发商未交房，同时刘女
士发现合同未约定开发商延期
交房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该按
照什么标准向开发商要求支付
违约金？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
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
额计算方法，违约金数额或者损
失赔偿额可以参照逾期交付使
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
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
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
准确定。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在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时一定要详细了解合同条
款后才签字确认，特别是购房款
支付时间、违约责任、解除权的
行使等要引起购房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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