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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 6万人次参观

《记者帮问》栏目旨在和
市民朋友一起探寻关于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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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记者热线：0 5 3 5—
8459745，我们将竭诚为您服
务。

1、市民李先生来电：我在
莱山区的上海滩花园买了一
套房子，交房以后每到夏天雨
季就会发生渗水问题，墙壁大
面积发霉变质，通过找开发商
和物业交涉，他们只帮我们维
修了次卧，对主卧一直拒绝承
担责任。这个事情该找哪个部
门解决？

上海滩花园售楼处工作
人员：像这种渗水的房子，我

们合同规定的维修期是五年，
可以找我们的物业来维修。

律师答疑：根据《城市房
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
定，商品房交付使用后，如果
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
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
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市民刘女士购买了中
正山庄小区的房子，合同约定
2011年6月交钥匙，开发商延迟
至2012年6月才交的钥匙；而且
小区至今不能通天然气、没有
路灯、围墙、大门，垃圾堆成了
山，小区违规建的变电室至今
未拆除，该怎么办？

新奥燃气答复：开发商在
施工建设中电力井和电信井

压住了天然气管道，根据国务
院发布的《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在燃气设施
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危机燃
气设施安全的活动：建设占压
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
物或其他设施。中正山庄的天
然气管道建设不符合国家要
求标准，供气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出现事故会极大的危害
到业主的居住安全。

律师答疑：小区路灯、围
墙、大门这些设施都是小区物
业的管理范畴，业主只能找开
发商和物业协商。

3、市民王先生留言：我是
金华家园一期9号楼的业主，
是回迁的。该小区2010年9月份
交房，当时开发商承诺的尽快

办理房产证，可是至今没有办
理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房
产证还能办下来吗？

烟台房产交易中心；金华
家园只有1 - 7号楼拿到预售
证，9号楼没有预售登记信息。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专刊记者 夏超

为期四天的 2 0 1 3烟台住
博会已经圆满结束，四天住博
会购房统计情况：房地产意向
成交量 7 9 4 0套，意向成交额
60 . 5亿元；实际成交量993套，
实际成交额 7 . 5亿元；建材部
品实际成交58万件，实际成交
额1 . 38亿元；共有53 . 6万人次
参观。

住博会自开幕以来就受
到广大市民的热切关注，在烟
台相关部门力争“惠民利企”
政策的推动下，住博会为烟台
房产建材市场吹来一阵东风。
展会现场人气旺盛，各家地产
商和建材商也瞅准时机卖力
促销，不光在展位布置和广告

打造方面别出心裁，在价格上
也是优惠多多，以吸引更多消
费者的光顾。今年住博会32个
房产项目现场出售特价房源
300多套，其中华乐家园、康和
新城、万科·海云台、中铁·逸
都等项目均带来了特价房源。
同时，本届住博会制定出台的
零手续费的优惠政策受到购
房者的追捧，对在展会期间购
买参展企业商品房及办理按
揭贷款手续的市民，一律免收
住房房屋登记费、住房交易手
续费、住房置业担保手续费和
住房置业担保服务费，市民在
住博会期间买房可以得到多
重优惠。

住博会房子卖得火，与各
楼盘的卖力促销分不开。各楼

盘不仅在广告语上颇下功夫，
在优惠方面也很给力。芝罘区
的富甲逸品延续3期开盘优惠，
8号、12号楼一次性付款95折，按
揭96折。康和新城认购可在原有
优惠基础上得2000元车位代金
券，只要住博会期间去展位登
记的客户都有精美礼品赠送。
莱山区的福地隆城推出18套特
价房，户型在97—108平方米之
间，一口价销售，房款总价最低
58万元，最高71 . 9万元。各个区
的楼盘可谓卯足了劲，优惠力
度十分诱人，加上特价房超市
近300套特价房源的大幅度降
价，真正将住博会打造成了购
房的盛会。

住博会上房子卖得火，也
说明烟台拥有强大的购房需

求。尤其是学区房特别受欢
迎，这类楼盘有芝罘区的富甲
逸 品 、高 新 区 的 容 大·东 海
岸、三兴·御海城等等，从这些
楼盘的人气即可看出一斑。因
为二中南校搬到高新区，不少
市民选择在这一区域购房，王
先生正在考虑高新区一个楼
盘，他说：“二中南校搬到高新
区了，孩子上学比较方便，莱
山区和芝罘区房价太高，而且
芝罘区嘈杂，牟平又太偏僻，
高新区是不错的选择。”另外，
风景好的楼盘也十分受青睐，
这类楼盘尤其受老年人的喜
爱。芝罘区的新楼盘富春山居
营造了一种唯美又自然的生
活意境，在住博会上深受欢
迎。

你你可可能能忽忽视视的的买买房房细细节节

关于面积

建筑面积：亦称建筑展
开面积，它是指住宅建筑外
墙勒脚以上外围水平面测定
的各层平面面积之和。每层
建筑面积按建筑物勒脚以上
外墙围水平截面计算。它包
括三项，即使用面积、辅助面
积和结构面积。

实用面积：也叫地毯面
积/净面积，就是往地下铺地
毯，铺满以后地毯的面积，是
指建筑物各层平面中直接为
生产或生活使用的净面积之
和。实用面积是“建筑面积”
扣除公共分摊面积、阳台面
积、墙体水平投影面积后的
余额。

产权面积：是指产权主
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房屋
建筑面积。房屋产权面积由
直辖市、市、县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登记确权认定。也就
是房产证上的面积。如果房
产证还没有办出来，只要测
绘部门已经测绘，那么现场
测绘的面积就是产权面积。

开发商标示的套内实得
均价，大面积赠送等看似廉
价，其实是把赠送面积都算
在里面了。因此，购房者应该

理清各种面积的含义，看清
购房协议，重视赠送面积能
否载入商品房买卖协议。若
未约定好，则赠送面积只是
空想。

关于车库

现在几乎家家都有车，
种种车库产权问题一定要清
之又清，不然一不小心，买了
车没地方放，或者本该是自
己的车库却被卖掉了，又或
者花高价买来了车库它缺压
根不属于你，凡此种种，都够
让人闹心，因此，购房者在看
房时一定要问清车库产权，
得到的承诺一定要落实到合
同上，以免产生纠纷。

属于全体业主：1、敞开式
的地上车位：主要通过划线确
定每个车位的具体位置，由于
小区的土地使用权归全体业
主，因此开发商无权出售敞开
式地上车位。2、该地下车位
(库 )属于“人防工程”：人防工
程是国家强制配套，禁止开发
商销售，利用人防工程改建的
车库收益归全体业主共有；3、
改造车位 (库 )：在规划许可证
上没有载明的，开发商为了谋
取利益用建筑物的地下空间
而改造成的停车位 (库 )，这种

停车位没有计算在建筑物的
建筑面积之内，也无法取得产
权证。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也无
权擅自处分这些车位 (库 )，它
们也应该属于全体业主的共
有财产。

可办产权，可销售：1、三
面有护围的地上车库 (位 )：若
开发商明确了这类车库(位)有
独立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则开发商有权出售。产权证可
以单独核发也可以和购买商
品房合同合并核发房屋所有
权证。2、地下车位 (库 )建筑面
积未分摊：如果地下车位 (库 )

建筑面积未分摊，且开发商单
独取得车库产权的，则开发商
可以对购房人出售产权，但地
下车库只能预售给本小区范
围内的商品房预购人。

关于绿地

注意“绿地”及其他配套的
真实“身份”和产权归属，有不
少楼盘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规
划图上的绿地或高尔夫球场后
来盖起了楼；列在小区配套之
内的绿地、公园甚至出入小区
的道路是开发商为寻找卖点和
为卖楼暂时租来的，等楼一卖
完，业主要到公园就得交钱，出
入自家小区还得交过路费。建
议搞清楚小区规划中的一些绿
地、高尔夫球场是永久绿地还
是预留的发展用地，并且最好
把绿地性质和开发商的违约
责任写入合同附件。此外，最
好也了解一下小区外围的规
划，或许能发现些问题。

资料片

全国：

半数城市房价涨幅收窄

济南6月价格同比涨6%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 6

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数据显示，与5月相比，7 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上涨的城市有63个。环比价格上涨
的城市中福州涨幅最高，为2 . 4%。
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有69

个，北京上涨幅度最高，为16 . 7%。
其中，济南 6月份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环比上涨 0 . 5 %，同比上涨
6%；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 . 3%，
同比上涨2 . 0%。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
统计师刘建伟表示，从发布的数据
显示，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在
减少，环比下降的城市个数在增
多。

同时，刘建伟认为，半数左右
的城市房价环比涨幅有所收窄。

“从5、6月份的数据比较看，70个大
中城市中，6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环比涨幅比5月收窄的城市有38

个，比5月份增加了4个；最高涨幅
为2 . 4%，比5月份回落了0 . 5个百分
点。广州和深圳环比涨幅比 5月份
分别收窄0 . 5和0 . 2个百分点。桂林、
包头、太原、沈阳等二、三线城市环
比涨幅收窄幅度更多一些，分别比
5月份收窄1 . 3、1 . 2、0 . 9和0 . 8个百分
点。7 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价
格环比涨幅比上月收窄的城市有34

个，比5月份增加了4个，最高涨幅
为1 . 3%，比5月份回落了0 . 4个百分
点。”

青岛：

楼市“放晴”成交翻番

李沧无缘前三甲

据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显
示，7月15日—7月21日青岛住宅网签
1642套，环比7月1日—7月7日的840套
上涨了95 . 48%；总成交面积169312 . 13

平方米，环比7月1日—7月7日上涨了
100 . 95%。区域网签情况，7月8日—7

月14日刚需腹地城阳区以328套的销
售成绩再夺销售冠军；黄岛区上周成
交了271套，连续三周获得亚军；即
墨市上周“侥幸”夺冠，本周退居第
三位，成交了2 1 3套。总体来看，上
周青岛楼市开始反弹，日均成交230

余套，成交数据翻番，但与上半年
的周成交均值相比仍有一些差距。

经历了两周的成交低迷，上周
青岛楼市终于开始“放晴”，虽然
1642套的成绩依然无法与上半年周
成交均值相媲美，但终于看到青岛
楼市“复苏”的迹象。

截至7月21日，7月份青岛楼市
新建住宅共成交3896套。而创了年
内住宅成交第二低的 6月份，住宅
也成交了7522套，距离7月份结束还
有10天的时间，按照日均成交230套
的成绩计算，7月份月度成交数据
或将在6000多套徘徊。不出意外，7

月岛城楼市住宅成交数据或将创
造新的“第二低”。

需要指出的是，网上房地产数
据显示，青岛住宅库存量呈现“V”
字型走势，5月份出现了年内的最
低点，6月以后伴随着青岛楼市的

“疲软”，这一数据在不断走高。不
过，进入7月份以来，青岛众多开发
商“毁约”未能如期开盘，截至目前
开盘量仍屈指可数。上周，青岛楼
市有金茂湾、山河城、卓越蔚蓝群
岛等项目开盘，根据了解由于开盘
项目少，一些刚需户型遭到疯抢，

“日光盘”重现岛城楼市。

房子是我们的家，可能要陪伴我们一生，因此房子的
选购一定要慎之又慎，以免买后又后悔，这里记者将盘点
几处买房容易忽视的细节，助您选到心仪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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