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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您手拿一个遥控器，
便可以打开家中的窗帘，开关
家中的燃气，收看电视……这
些在电视上才可以看到的“高

端大气上档次”的生活，在不
久的将来，您便可以在烟台亲
身感受得到，那就是福山新开
楼盘——— 王老太君悦湾的实

景呈现。
2013年12月12日，福山王

老太君悦湾售楼中心在福山夹
河周边盛装亮相。现场据置业
顾问介绍，以后这里的生活会
很舒适，业主在户外，只要手握
一枚遥控器，便可轻松掌控家
中发生的一切，甚至还有可能
和手机联网。

据悉，君悦湾与夹河生
态园之间有近百余亩被夹河
水环绕，形成水行龙势的财
势。从空中俯视，地块呈太极
图样，阴阳分布清晰可见，恰
似一只展翅欲飞的蝙蝠。遥
看对岸，生态公园也如一只
蝙蝠，一雄一雌遥相呼应。从
北向南眺望，夹河生态公园
南段的地块，宛如一张天然
的风景油画，苍翠欲滴美轮
美奂，让人感受到自然之美、
生命之美、生活之美，可谓上
风上水的福地。

而该楼盘的掌门人王老

太，就是咱土生土长的烟台
人。2003年，王老太回到阔别
已久的家乡烟台，家乡的好山
好水唤醒了王老太深深的乡
情。“这里似乎曾经出现在梦
境里，一切那么温馨那么亲
切。”王老太形容道。她想在家
乡优美的环境中开发一座品
质精良、居住舒适的社区。

有了这个愿望，她不辞辛
苦地奔波在天津和烟台之间。
直到在一次散步中，遇见了夹
河边的君悦湾地块。经过了细
致的可行性调研，王老太邀请
了天津、上海、深圳、烟台的规
划院根据地形做了很多种方
案；聘请了台湾、山西、香港、
河南、北京的风水大师亲临现
场堪舆。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
精益求精。

因为身在异地，更懂得家
乡每一寸土地珍贵。君悦湾，
正是寄托了王老太对家乡的
大爱。

2013年已近尾声，在这一
年中，房地产业迎来了发展关
键时期：基于其在国民经济增
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各方对中国房地产业今后的走
向十分关注。从9月2日到12月2

日，短短的3个月时间，已有18

个省市出台楼市调控新政，短
期内针对住宅市场进行的限购
政策不会改变，同时随着房地
产市场的细分，整个产业将趋
于进一步转型升级。

12月20日，2013—2014中国·
烟台房地产发展年会将于百纳

瑞汀酒店举行，本次峰会以“烟
台·梦无限”为主题，在互联网
迎来移动时代的大环境下，来
自一线房企、本土实力房企以
及媒体等行业的百位行业领军
人物将共襄盛举，筑梦烟台。

本次峰会由中国指数研究
院和搜房网主办，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协办，不仅是行业年度
盛会，也是烟台房地产史上首
次规模如此庞大的聚会。除了
烟台房地产行业最精英人群参
与，中国指数研究院院长、搜房
控股董事长莫天全也将亲临现

场，带来“改革、发展——— 解读
十三届三中全会下的中国房地
产市场机遇与挑战”主题演讲，
深度聚焦处于新经济形势下的
房地产网络营销的变革与创
新，密切追踪互联网金融及移
动互联网在地产行业方兴未艾
的发展趋势。搜房网新品也将
在年会现场揭开面纱！

另外，由搜房网发起的年
度房地产网络人气榜的评选已
经走到第10个年头，以其公信
力在行业内外积累了良好的口
碑。2013第十届网络人气榜烟

台站的评选已经结束，在本届
峰会上包括“2013年度烟台实
力房企”、“区域标杆楼盘”等10

项大奖的评选结果将逐一揭
晓。“烟台·梦无限”不仅是活动
主题，也是房企、行业从业者和
购房者的主题，这一年烟台房
地产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哪
些楼盘是购房者心中的典范，
开发商是否完成了既定目标，
有多少购房者实现了安家梦
想……峰会另有丰盛晚宴、娱
乐节目、抽奖等环节，敬请期
待！

房房地地产产发发展展年年会会将将落落地地烟烟台台
搜房控股董事长莫天全将亲临现场做主题演讲

2013年12月2日至2013年12

月 8日，2 0个主要城市土地市场
供应量与成交量均增加。据数据
显示，20个主要城市共推出各类
土地190宗，推出面积873万平方
米。

这 2 0个主要城市共推出住
宅用地 8 5宗，较上周增加 5 0宗，
推出面积 5 1 0万平方米，较上周
增加 3 4 2万平方米，其中重庆推
出 1 9 9万平方米，为推出量最大
的城市；本周成交住宅用地 4 8

宗，较上周增加 1 6宗，成交面积
327万平方米，较上周增加177万
平方米，其中重庆成交 1 9 8万平
方米，为成交量最大的城市。

这一周住宅用地成交活跃
度榜单中4个城市体量低于20万
平方米，一线城市仅上海进入前
三。

这一周住宅用地成交活跃
度排行榜前三名的城市为重庆
市、上海市和宁波市。重庆市成
交住宅用地 2 1 宗，分布在巴南
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南川区、北碚区、渝中区、江
北区、荣昌县和綦江县，合计203

万平方米，楼面均价为 2 9 8 7元/

平方米，平均溢价率6%；上海市
成交住宅用地 8宗，合计 3 1万平
方米，楼面均价为 9 7 8 8元/平方
米，平均溢价率91%；宁波市成交
住宅用地7宗，分布在镇海区、宁
海县和奉化市，合计 2 7 万平方
米，楼面均价为1719元/平方米，
平均溢价率0 . 1%。

这一周上榜城市平均溢价
率及成交面积差异较大，4个省
会城市均处较低水平。其中长沙
市成交地块分布在望城区、长沙
县和浏阳市，合计 1 9万平方米；
杭州市成交地块位于拱墅区和
桐庐县，合计9万平方米；成都市
成交地块分布在温江区和大邑
县，合计8万平方米；沈阳市成交
住宅用地18万平方米。

这一周住宅用地楼面价上
榜地块价格均在12000-15500元/

平方米之间，高于上周榜单水
平。排名榜首的是南京玄武区红
山街道华飞路 1号地块，楼面单
价为15408元/平方米，由南京美
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溢
价率为8 0%；位列第二位的是上
海嘉定区马陆镇4 3 - 0 5地块，楼
面单价为14598元/平方米，由恒
大地产集团上海盛建置业有限
公司竞得，溢价率为82%；居于第
三位的是厦门海沧区马銮湾大
道 与 新 景 路 交 叉 口 南 侧 ( 地 块
五 )，楼面单价为 1 4 3 1 1元 /平方
米，由厦门海投房地产有限公司
溢价139%竞得。

这一周住宅用地楼面价榜
单中上海和南京各有 4宗及 2宗
地块进榜，这 6宗地均被恒大地
产竞得，成交溢价率全部大于
50%。

20城市供需成交均上涨

一线城市仅上海入前三

莫天全：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硕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
济与管理双博士(候选人)，获
著名的“孙冶方经济学奖”。曾
任职于道琼斯Teleres亚洲及
中国董事总经理、美国亚洲开
发投资公司 (ADF)执行副总
裁。现任搜房控股董事长、中
房指数系统秘书长、中国房地
产TOP10研究组组长、中国指
数研究院院长。

链接

君悦湾鸟瞰图

不不走走寻寻常常路路，，尾尾盘盘也也可可以以很很精精彩彩

一般而言，当楼盘销售超
过70%，剩下的房源就可以被
称为尾盘了。对于一些热销楼
盘，首次开盘就可能有8成以上
的去化率，那尾盘剩余房源就
更少了。这些大家“挑剩”的房
源，可能被大多数人列为“鸡
肋”。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尾盘
也能有独特的精彩。

价格优势明显

高档地段的廉价房

刚毕业的小刘，打算在家
人帮助下买一套房子。为上班
方便，就打算在市中心下手。
可逛了半年，实在找不到太合
适的价格。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只楚路
的一个楼盘开始进入尾盘销
售阶段。“尾盘，一般价格就会
优惠一些嘛，”小刘这么分析
着。而且只楚路紧接南大街，
几乎可以算是烟台的核心区
域了。

对于小刘这样的购房者

来说，户型并不是很重要的因
素。用小刘的话说，“能有个地
方住就很不错了。”而价格则
是他们最关心的。即使家里帮
助付了首付，还是要自己还房
贷了。这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
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这里离小刘上班的公司
不算远，每天早晨乘坐20分钟
的公交车就可以到达。于是他
很快就下手了。因为是尾盘，
并不用等太长时间，现在他已
经开始琢磨明年开春怎么装
修了。

在时间中考验

尾盘通常是成熟楼盘

说到等待时间，也是小刘
选择在这里下手的重要原因。

小刘的这套房子所在的
13号楼，去年就已经交房。所
以他很快就拿到了钥匙。“置
业顾问直接带我看了房子，
在我的预期之内，当时就交
钱了。”小刘说。

而且，这个楼盘在2012年
就已经开盘，今年很多业主已
经拿到了房子。“一年多没出
什么大问题，我觉得这个楼盘
应该是值得信任的。”小刘说，
这样可以让他放心很多。虽然
是大家挑剩下的户型，但既然
在一个小区里，建筑质量和物
业服务都不会有太大差别。

“别人没有看中的房子，却正
好符合我的需求。”小刘笑着
说。

充分掌握信息

尾盘也能挖到宝

相对于那些被挑剩的房
源，尾盘中还有一类房源特
别受到瞩目。这些由于抵押、
放贷不足、违约等问题而被
剩下的房子，或者开发商刻
意留下来打冲刺仗的房源，
可 以 说 是 尾 盘 中 的“ 金 元
宝”。

这类房源可以说可遇不
可求。购房者若要瞄准这些
房源，手中掌握的信息是必
不可少的。正因为其巨大的
性价比。所以这些房源会被
很多人追捧，一旦有机会拿
到，可千万别错过了。

专刊记者 宫玺

对大多数购房者而言，尾盘总是个不那么好听的名词。在人
们印象里，尾盘经常被贴上一些标签：数量不多、挑剩的、销售困
难……而后期开发商缺乏前期那样的广告宣传和销售热情，尾
盘经常会让购房者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尾
盘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有心人甚至能在尾盘中淘换出宝贝。

购房者在销控表前挑选剩余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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