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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小区车位开始
有的可以分期付款，有的可以直接优惠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见习记者 张文 实习生 姜东林

变相降价了近年来，在省城不少高档小区，出现了天价

车位，让有车的市民苦不堪言。近日，记者在市

区多个高档小区走访发现，在房价松动的当下，

大部分高档小区车位价格依然坚挺，但也有个

别小区打着“特价”的名号变相降价。

家住银座花园的市民陈先
生一直为当初没买车位而懊恼。
几年前刚搬进小区时，车位售价
为6万元，“但想到买辆车才多少
钱，就没买。”没想到车位价格一
路小跑，涨到了十几万。在省城
不少小区，车位是有车业主的一
块心病，一些小区车位价格涨势
惊人，甚至有的贵过房价。

车位价格飙升，与供需矛盾
有关。近年来，私家车保有量持
续增加，而不少小区配建停车位
比例偏低。在诚基中心等小区，
路边停满了私家车，“在一些高
档小区，几乎一家一辆车，甚至
有 的 两 辆 、三 辆 ，车 位 肯 定 不
够。”一位业主抱怨。

正因为如此，一些小区内的
天价车位价格依然坚挺。在名士
豪庭小区，开发时间较早的一期
工程车位价格在十三四万元。有
业主透露，同样的车位去年为
1 2 . 8 万元。但仍有业主抱怨，
“现在即使有钱，在自家楼下也
买不到车位。”

在融基书香苑，车位已经从
几个月前的18万元涨到了20万。
鲁能领秀城C区车位为12万元，
且数量非常有限。历山名郡车位
按照大小价格从1 3万元- 2 0万
元不等，东山墅小区车位甚至达
到了22万元。一些开发商更是坚
称：不会降的，年后甚至有上涨
的可能。

■天价车位价格依旧坚挺

面对天价车位，不少市民顶
不住了。在一些小区，高价停车
位销售状况并不理想，一些业主
情愿把车停在空地也不愿花这
份钱，“太贵，而且觉得不值。”

“卖得一般”，7日，在新世界阳光
花园和阳光100小区，工作人员
均表示，与买车位相比，业主更
偏爱租车位，这让一些车位陷入
了“有价无市”的尴尬境地。

在新世界阳光花园小区一

地下停车场，销售出去的车位上
方挂着“私家车位”的红色标牌
和车牌号，出租出去的车位上方
则挂着“租赁车位”的蓝色标牌
及车牌号。记者观察发现，不少
等待销售的车位尚无主人，红色
标牌上空空如也，相对来说，租
赁车位则多得多。“还是租的多
买的少”，阳光100小区物业有关
人士介绍，在所有被利用的车位
中，销售的只占到三分之一。

■部分高价车位有价无市

有市民发现，在车位整体
“牛气冲天”的当下，个别小区的
车位价格似乎出现了松动的迹
象。最近，家住名士豪庭三期的
杨先生收到物业发来的短信称，
该区有30多个车位将参加优惠
活动，业主购买车位可以分期或
按揭付款。此外，开发商还将推
出几个靠近消防栓的特价车位，
售价 1 0 万，比原价便宜了 1 . 3
万。售楼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
优惠政策将一直持续到车位售
完为止。

在杨先生看来，这是车位价
格松动的信号。他说：“这几个特
价车位在以前是11 . 3万买都不

好买的，一下就优惠了1 . 3万，
说明车位价格降了。”

而在其他个别小区，尽管车
位价格并没有明降，但可以讲
价。融基书香苑工作人员就表
示，20万也不是死价格，如果向
领导请示，有商量的余地，不过
能松动多少，不好估计。鲁能领
秀城售楼处工作人员也表示最
多可以优惠5000元。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总体
来讲，省城市民对车位的需求远
远大于供给量，当前个别小区车
位之所以出现松动迹象，大概与
房地产销售不景气有关，“可能
是开发商回款的一种方式”。

■特价车位被指变相降价

业主：

租太贵买又怕坏

6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历山
路苹果城附近的文华园小区，该小
区建成后使用的就是设在地下的
二层立体车库。据小区物业管理人
员介绍，小区的立体车库车位既可
以出售也可以租赁，“售价是15 . 8
万，房子和车位一起买的话可以优
惠5万，租的话是550元/月。”

停车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
小区的立体车库可容纳1000多辆
车停放，完全可以满足小区业主的
需要。但是，不愁没地方停车的业
主们仍有怨言。

“租金实在是太贵了，我买辆
车才8万，一个月就要交500多的租
金，省着点油钱都够了！”一位车主
感叹道。还有的车主抱怨：“立体车
库先进是先进，可就是坏了比较麻
烦。听说有次一辆车卡在上面下不
来，结果这一片很多辆车都受到牵
连，只能‘陪’着一起挂在上面。”

花园路国美附近的群康花园
使用的同样也是立体车库。不过，
这个小区采取的却是只租不卖的
办法，业主每月交240元就能在仓
储式的立体车库停车。

据记者了解，业主们每月上交
的费用里面主要包括租金、维护费
和管理费三大块儿。维护费用于立
体车库的维修保养，管理费则是交
给车库的物业管理人员的。

“听说卖给业主之后，如果坏
了，维修费用在40块钱以下他们

管，超过40块钱就得自己掏腰包
了。这立体车库一旦坏了40块钱哪
能修得了呀！”正在和开发商交涉
的天泰·太阳树业主们说。

天泰·太阳树的开发商在三年
前就投资建了立体车库，因审核未
通过免费让业主用了三年。最近，
改造完成后准备卖给业主，一个车
位最低大约8万元，最高11万元左
右，但业主不接受。

记者发现，即使是能接受售价
的业主，对立体车库也是疑虑重
重，“先不说坏了之后的维修费用，
还有万一车没停好卡在二层下不
来的这些麻烦事儿，光产权就是个
问题。比如说，如果按照合同约定
立体车库的产权是70年，但是用了
20年就坏了，怎么办？”

此外，采访中记者注意到，由
于立体车位空间小，因此对于车主
尤其是女车主而言，停车技巧要求
比较高，有些车主为了省钱省力，
干脆把车停在了小区空地上。

生产商：

日常维保费十分必要

今年40多岁的翟滨是山东莱
钢泰达车库有限公司山东营销中
心总经理。据他介绍，立体车库进
小区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主要
原因在于购买者和使用者的脱离。

“立体车库的投入成本较高，作
为购买方的开发商肯定要考虑自身
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在招标购
买车库时首要考虑的就是价格要
低，对于车库的功能和质量考虑较

少，没有车库的品牌意识，因此导致
了小区车库质量良莠不齐。”

翟滨分析说，与购买方不同，
立体车库的使用者，无论是物业还
是业主，都要求物有所值，追求的
是车库的质量，这就造成了购买者
和使用者需求脱离，长此以往业主
就对立体车库有一种排斥感，导致
矛盾激化，从而导致车库难以推广
使用。

对于某些小区业主担心的，立
体车库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毛病
和维护，翟滨说，由于立体车库属
于特种设备，因此投入使用后都是
由制造商负责车库的维护和保养。
立体车库主要由钢材建造，如果维
护好的话，用六七十年，甚至上百
年都不成问题。

“但是车库的开关以及钢丝绳
属于易损物件，所以日常的维修和
保养费用是十分必要的。”翟滨说，
车位的买卖、租赁价格全是小区开
发商和物业自主定价，并没有统一
标准。一般而言，在济南车位租金
每月300元，管理费每月80元是比
较合理的。

相关部门：

无产权车位千万别买

既然立体车库在使用方式、使
用过程及使用寿命等方面和平面
车库存在诸多不同，那么相关主管
部门对此又是如何规定的呢？7日
上午，记者就此咨询了济南市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购买上，
尽管立体车库和平面车库不同，但
只要小区的立体车库建造符合规
划，即小区用地的规划用途中有立
体车库这一项，就可以买卖。

“开发商拿出车库符合办理产
权证的证件，就可以去房管局申请
业主的车位产权证，由工作人员审
核。假若开发商在没有销售许可证
的情况下，出售比如占用人防工程
的车位就是违法的。没有产权的车
位千万不要买，否则引起纠纷将不

受法律保护。”工作人员强调说。
此外，对于立体车库的产权年

限，工作人员说，具体产权的年限
要看业主对所购房屋的土地使用
权，按照土地使用年限和土地面积
定限。

律师说法：

建在公摊面积上是违章建筑

目前，立体车库存在在每个小
区的出售价格、租赁费用、产权年限
各不相同的现象。那么，有没有专门
针对立体车库的现行的法律法规
呢？一旦出现问题，业主们又该如何
维权呢？7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京大
(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常相坤。

常律师说，虽然立体车库已经
投入使用多年并日趋普遍，不过目
前还没有对于立体车库的相关立
法。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关于立
体车库的买卖等问题要分两种情
况。

“首先，要看开发商能不能拿
出相应证明，证明立体车库不是建
造在业主公摊面积上的。如果不是
建造在业主公摊面积上，而是属于
开发商个人所有，则可以按照开发
商与业主双方没有异议的合同，进
行买卖。如果开发商不能拿出相应
证明，则立体车库的建造很可能是
违章建筑，是在规划外建立的。比
如说可能建造在业主的公摊面积
之上，这样的话开发商是没有权利
对车库买卖的，这就相当于将全体
业主的财产卖给某个人，业主的权
利也是得不到保障的。”

此外，据记者了解，按照《山东
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济南
市公安局专门就缓解停车难问题
出台的“十条措施”中曾明文指出，
对住宅区没有售出的停车位(库)，
一律采取出租的方式，禁止“只售
不租”、出现车位大量空闲的现象，
以提高小区停车位(库)的利用率。
因此，对于目前存在的部分开发商
为在短期内回笼资金，采取只卖不
出租立体车库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租嫌贵 买怕坏

小区立体车库，业主不太买账
文/片 本报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陈玮

近日，位于市中区的天泰·太阳树小区业主为了立体车库的

事儿，和开发商交涉了几个回合，“开发商要卖，可是立体车库就

跟机器似的，寿命有限，假如说用的过程中坏了咋办？”

为缓解小区停车难，济南市多个小区引进了节能又环保的

立体车库，但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为何立体

车库走不进小区业主的心中？在买卖、租赁及使用过程中，业主

们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呢？

停车场大多是车多空位少，有的停车场里的汽车首尾相
接、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历山路上某小区地下的二层立体车库。 本报记者 王若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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