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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亦庄房价又翻番

地王项目纷纷解套

年底的亦庄楼市，绝对是北京
的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看点。不仅因
为这里云集了万科、方兴、融创、保
利、葛洲坝、中信等诸多房地产的
巨头们，也不仅因为这些巨头们的
项目将在年底集中的入市，更是因
为，这里正在上演一场地王的“解
套”秀。

“当年1万多的地价，都是年度
的地王，如今开盘房价就上3 . 5万
元/平方米，让每个开发商都解套
了，连被深套在亦庄长达3年之久
的中信的新城项目，也迎来了黄金
的解套时间窗口。”一位行业分析
人士如是说。

上海：

租赁成交量下降

毕业生支撑淡季

每年年底都是租房的淡季，12

月上旬由于合同到期、回家过年等
原因，很多房客结束了一轮租赁周
期，促使换租季来临，导致上海租赁
市场的挂牌量有所增加。在宝山上
大、普陀长寿、真如、徐汇南站等板
块，租金行情与上月持平，租赁需求
分别下降10%-45%。而租赁房源挂牌
量则不降反升，最高上升了60%。

租赁市场受换租影响最大的
是一些校区板块。在宝山上大区
域，12月上旬的租赁挂牌房源，较
11月同期上升了60%。学生提前回
家过年而提早结束租房是挂牌量
上升的主要原因。该板块的租赁需
求也因此下降了40%。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板块内的租赁需求大幅下
降，当下留守市场主要承租者是一
些提前入市的毕业生。

广州：

年底豪宅扎堆入市

需求稳定并非赶场

年底的广州楼市，豪宅市场也
活跃起来。随着高端物业预售证陆
续获批，年底广州豪宅产品的供应
有所增加。不少商家表示，年底是
置业旺季之一，推货在情理之中，刚
好工程进度也配合，因此会顺势而
为。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豪宅的稀
缺性决定其目标受众相对较少，所
以不会太在意特殊的营销节点。

年底豪宅的“战场”，不再集中
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板块，而是
多方位全面开花，各有各的独特卖
点，如中心区的江景资源、老城区
的名校资源以及外围板块的海景
资源等。地产相关人士表示：“广州
豪宅市场需求稳定，业内非常看
好，关键是看产品能不能吸引富豪
们出手。”专家认为，豪宅是相对特
殊的、非大众化的产品，其稀缺性
决定了其营销是面向小众群体的。

“今年其实很多豪宅都一直在推
售，通过很多特定圈层的活动来增
加宣传及销售的效果，豪宅营销更
看重口碑营销，不一定非要赶在

‘五一’、‘十一’等节点推货。”

尾尾房房探探宝宝，，自自住住投投资资两两相相宜宜

《记者帮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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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5—8459745，我们将
竭诚为您服务。

1、市民赵先生来电：
我在莱山保利·香榭里买
了房子，最近收到开发商
的交房通知，要求按照118

元/平方米的价格交住房维

修专项基金。请问一下，这
钱该什么时间交，标准是
怎么规定的？保修期为5年，
也就是说5年后维修才由业
主承担，开发商交钥匙就
收取住户的维修基金合理
吗？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按照《烟台市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
定，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办
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
按规定标准将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足额交存至住宅专
项维修资金管理专户。业主
应当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
移登记时，将首期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交至代交的开发
建设单位。

2、市民周先生来电：我
的父母住在黄务的一家小
区，入住两年了，现在外墙
渗水、还有电灯开关不好用
(没装修过)，我们应该找开
发商还是找物业？保修期是
几年？如果过了保修期该怎
么办呢？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根据建设部第80号令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

法》第七条规定，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程的
最低保修期限为：(二)屋面
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
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
漏，为5年；(四)电气管线、给
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2年；
保修期限是指对房屋建筑
工程竣工验收后的保修期
限，过保修期，按照建设部
165号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管理办法执行。

3、市民魏先生来电：我
闺女刚满两岁，现在买房子
的话，房产证上能写孩子的
名字么？需要准备什么材
料？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未满18周岁在购买房
屋时，需要监护人代其申请
办理，持监护人证明即可。

4、市民李女士来电：上
个月我应聘到一家外资企
业上班，我想了解一下外资
企业是按照工资的多少比
例缴纳公积金的？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和
中方职工公积金的缴存比

例是8%—12%。

5、市民张先生来电：去
年按揭贷款买的期房，已经
还贷一年了，交房日期是
2015年。现在如果开发商破
产了，要进行破产清算的话
我的房子是属于我的财产
还是开发商的财产？清算的
时候会不会把我的房子也
清算了？

律师答疑：如果你已经
做过预告登记，那房屋就属
于你的财产，就不会纳入清
算范围。

6、市民王女士来电：我
们家现在的住房还差一小
部分没有还清，用的是公积
金的贷款。我们家人商量今
年年底前把公积金贷款还
清了，明年再新购置一套新
房，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公积
金贷款呢？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还清上一笔公积
金贷款之后可以再申请，
并执行二套房贷款政策。
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利
率在现执行利率的基础上
上浮10%。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中中铁铁··逸逸都都三三城城团团购购享享惊惊喜喜优优惠惠

临近岁末年终，为答谢社
会各界一直以来对中国中铁
的支持和信任，中铁置业山东
区域公司开启“幸福山东、置
业中铁”年终团购活动。青岛、
济南及烟台三城联动、千人团
购，让在城市中奋斗拼搏的人
们，能轻松拥有实景高层现
房，给自己购置一份年末大
礼。同时，中铁置业烟台中铁·
逸都项目在12月团购优惠的
基础上，与各媒体合作单位联
动，推出精选特价房，仅4套限
量房源，最低总价46万起，绝
佳置业机会仅此一次。

作为中铁置业在烟台构
建的房地产精品项目，中铁·
逸都凭借雄厚的央企实力、
优越的区域位置、严谨的建
筑品质，在市场上赢得良好
口碑，自开盘以来一路热销。
中铁·逸都，坐落于未来大烟
台格局核心，项目环境优美，
紧邻大南山森林公园、凤凰
湖，周边商业、学校、医疗、商
务办公配套一应俱全，区域
发展潜力巨大。

项 目 向 南 是 烟 台 总 部
经 济 基 地 ，市 政 配 套 丰 富 ，
价值无限提升。区域已建立
起快捷交通网络，港城东大
街连通烟台六区，山海路贯
通 南 山 北 海 ，近 邻 莱 山 机
场，又是通往青烟威城铁烟
台 南 站 的 必 经 之 地 ，还 有

1 9、4 5、5 8、8 6路多条公交车
途 经 ，5 分 钟 即 可 出 入 繁 华
生活，共享芝罘区和莱山区
的优势配套。

中铁·逸都总规划约30万
平方米，是莱山区唯一绿化率
超50%的低密度洋房社区，融
合花园洋房、小高层、高层、公

寓、大型主题商业等多种物
业。创新产品，露台、阳台等多
维赠送空间，提高楼房的通透
率，全明户型、南北对流、超宽
楼间距，更大面积采光，最大
程度保障产品的高舒适度和
高性价比，让居住体验感更加
完美。中铁·逸都斥巨资打造5

万平方米地中海坡地景观园
林，8 . 6万平方米繁华风情商
业街区以及6 0 0 0平方米休闲
会所。

给2 0 1 3年划上一个圆满
句号，给自己一个幸福舒适的
家，中铁·逸都千人团购活动，
现已全力启动。

专刊记者 夏超

目前在市面上，“准现房源
仅限10套”这样的广告语不算少
见，开发商对尾房一般都会采取
打折、赠送等优惠手段。同样户
型，选择尾房者有时可省二三万
元。

近日，地产销售代理公司置
业经理周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与人们想象中不一样，尾
房其实是极具投资价值和潜力
的。人们在投资房产项目时，往
往要对项目的整体情况、地理位
置、物业服务、户型设计等诸多
方面进行考察。如果投资是刚开
盘的项目，由于有太多的未知因
素，难以对将来的收益做出较为
准确的预测。如果投资尾房的
话，这些未知问题都会直接展现

在眼前，相对来说投资风险就要
小得多。

即使是买来自住，尾房的优
势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谈判
中有相对较大的主动性和议价
空间；其次，相对于项目刚开盘
时有意无意之间造成哄抢购买
的销售氛围，接近尾声的项目销
售会变得更客观、冷静；再次，尾
房基本上都是现楼，房间本身的

质量问题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
检验，问题基本暴露出来，购房
者可以心明眼亮，精挑细选，也
可以让开发商进行返修，保证其
内在的质量。所以，在综合考虑
项目整体的相关因素之后，尾房
可能存在的一些劣势，也是可以
被其他方面所削弱和弥补的。

另外，开发商也通过销售
“尾房”回笼资金。二手房地产

中介王经理表示，有好几家地
产公司委托我们销售尾房，按
套提点，对于开发商而言，无需
为了十几套尾房找代理公司销
售房源，节省了部分资金。能回
收这样一笔资金，对于开发商
缓解营运资金或者拿地资金的
紧张，作用不小。购房者在追踪
尾房的时候可以从这方面着重
下手。

中铁·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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