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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铺铺投投资资 买买只只下下金金蛋蛋的的鸡鸡

住住房房投投资资 生生活活增增值值两两不不误误

上海：

成交量创四年新高

六成因刚需买房

据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上
海共计成交新建商品住宅105384

套，同比增长34 . 7%；成交面积为
1282 . 3万平方米，同比增幅高达
36 . 6%，超过了2010年—2012年各年
的成交总量，创近4年来的最高水
平。纵观2013年，上海楼市在3月迎
来首度爆发。在“国五条”刺激下，3

月成交量飙升至150万平方米，创
下了自2010年以来最高月度成交
记录。下半年，又迎来了近4年成色
最足的“金九银十”，9月、10月的成
交量均超过了140万平方米。

在对近900名访问者的最新调
查中，逾四成受访者表示计划2014

年买房，近六成受访者期待楼市长
效机制取代现有的调控手段。同
时，近五成受访者受房价上涨影
响，延迟了购房计划，约四分之一
的受访者则加速了购房计划。调查
还显示，逾六成受访者表示买房为
刚性需求。

广州：

二手房市场变淡

婚房客成购买主力

根据调查数据估算，2013年12

月份广州二手住宅市场整体成交
量较上月下滑约15%。从2011-2012

年二手住宅成交的数据来看，12月
份交投量都环比增长，淡季在第二
年年初的1-2月份才显现，但今年
交投淡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
些。据中原成交数据统计，中原二
手住宅买卖成交均价为近2 . 1万元
/平方米，环比下降5 . 4%。一方面由
于年终事务繁忙及政策限制导致
本月有效需求量下降，另一方面由
于部分业主年底急需周转资金，这
两方面因素促成了业主放盘价约
有5%左右的可谈空间，令二手住
宅买卖均价微幅下降。

12月份，番禺成交量环比仍然
下降，降幅为8%，中原成交为1 . 78

万元 /平方米，环比结构性下降
19%。本月交投比较活跃的为华南
板块和洛溪板块，85后客户成为市
场成交主力，该群体客户属于刚需
的婚房族，受资金总量限制，因此
只能选择楼龄稍长，单价稍低，总
价也相对较低的物业。

深圳：

二手房价逆势上扬

同比涨幅最高达43%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深圳
二手房价稳步攀升，12月又创历史
高位，同比上涨20 . 5%。受信贷收紧
及市场乐观预期减弱影响，年底房
价涨幅略有收窄，12月指数环比上
涨0 . 8%，低于11月的2 . 31%。

业内人士表示，除了2013年2

月份受春节影响以及3月份的成交
井喷外，其余各月份的成交量平
稳，在6000～9000套之间。2013年一
年成交量总体突破8万套，一定程
度上继2012年市场需求受到压制
后，进入快速增长的“补涨”。而新
房市场的限购，造成购买需求部分
流向二手市场，促进了二手房价的
攀升。

南头片区2013年12月份二手
房均价为4 . 43万元/平方米，同比
上涨43%，在全市50个片区中涨幅
第一。宝安中心区房价在2013年迎
来高速上涨，12月均价突破3 . 3万
元/平方米，同比涨幅36 . 1%。

前海概念给南头、宝安中心区
的房价带来提升，甚至波及到西乡
片区。2013年12月西乡片区均价为
2 . 2 5万元 /平方米，同比涨幅为
31 . 6%。

高门槛挡不住投资热情

随着万达、中粮以及红星
美凯龙等项目的商铺高调入
市，烟台的商铺投资客多了一
些新选择。这些商铺的售价在
10000-50000元/平方米不等，高
昂的价格并没有吓退蜂拥而来
的抢购者。位于烟台市芝罘区
白石路上的白石公馆商铺，面
积为200平方米左右，总价400

多万元，只卖不租。商铺之抢
手，可见一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世茂、
银都财富中心、振华国际、阳光
100的沿街商铺目前的经营情
况还不错，在每天的高峰时段
及周末人流量也较多。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市
民青睐商业地产不仅仅是考虑
其投资回报，升值空间以及抗
通胀能力。投资渠道过窄，闲余
资金流向单一也是原因之一。
住宅市场暂时受限、股市低迷；
银行利息不被看好；投资黄金、
买保险、做生意更是充满风险，

作为投资者，当然会选择一个
最熟悉、最保险、最稳定的投资
渠道。毋庸置疑，商业地产就成
为他们的不二之选。

细心寻找机会依然存在

蜂拥而至的投资者和高昂
的价格让不少人对这个市场望
而却步。但若仔细搜寻，即使在
烟台核心城区依然有不少投资
空间。

记者走访中发现，阳光

国际购物广场有商铺则贴出
了“转租”“房租到期甩卖”等
信息。据阳光国际购物广场
招商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初
期的招商情况并不是很好，
所以招商部对商家的入驻要
求也不是很高，主要看客户
的要求，符合招商部商品街
的定位即可。

据介绍，阳光国际购物广
场分地下一二层，因地下二层
有一半是停车场，目前经营的
商铺只有二十多家。地下一层

的商铺则有100多家在经营。
业内人士指出，商铺前期

投资和后期物业投入都比较
大，并且需要一段时间的市场
培育期，购买商铺要量力而行，
慎而重之。

相对核心地带的抢手，烟
台周边也分布一些相对成熟的
商圈，如果铺位价格适中，回报
率相比芝罘区更有优势。投资
客若选择在这里购买商铺，不
仅不用花力气培育商圈，而且
承担的运营风险也会小一点。

购房应该考虑到的

几个关键因素

房屋的价格包括土地的
价格，因为土地的价格呈上
升趋势，所以购房不仅是生
活需要，更可以看作一种投
资行为。近年来，烟台的房地
产市场基本呈现出稳定的增
长态势，房产投资的保值度
比较可靠。

一般来说，购房者在下
手前，从投资角度来说，应该
考虑四个关键问题。第一，是
为了增值，对于投资者来说，
买房是为了获取租金，可以
以 租 养 贷 ；第 二 ，应 该 是 保
值，这就是用于自己生活购

买的房子，有朝一日需要换
房的话，卖掉直接收回成本
即可；第三，就是自用，这一
部分人占买房市场的主流，
而且目前来看，在烟台应该
是上升趋势；第四，就是在一
些特别时期，很多人是为转
手创收而买房，这是一种投
机行为，在现在房地产市场
管控日渐严厉的情况下，这
种 投 机 行 为 已 经 有 下 降 趋
势。

什么样的房子

既能保值又能增值呢？

如何选择有投资价值的
房源，应该是房产投资者关
心的首要问题。综合来看，可

以从三个方面对房源进行初
步评估。

首先，购房位置是人们
购房最为看重的因素，位置
决定了房屋周边配套，交通、
购物、金融等生活设施是否
完 善 。其 次 ，所 购 房 屋 的 品
质，包括小区内部的生活配
套、绿化、物业管理，从居住
和舒适性出发考虑的。再者，
就是室内的空间功能，从产
品的自身出发，包括户型面
积、空间布局等从室内空间
出发考虑的。这些问题都是
建筑设计阶段就已经决定了
的，是无法通过后期的装修、
装饰改变的。在这些方面做
好考量，则房产保值可以无
忧了。

土地的稀缺性

促使购房保值和增值

究其根本，土地的稀缺性、
不可替代性等特点使房地产具
有保值、增值的特点，也带来房
产投资的可靠性。土地是不可再
生的自然资源，具有不可毁灭
性，因此具有永恒的使用价值。
土地上的建筑物一经建成，只要
不是天灾人祸或人为的损坏，其
使用期限一般都可达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发展对
土地需求的日益扩大，建筑成本
的提高，房地产的价格总的趋势
是不断上涨，从而使房地产有着
保值和增值功能。

去年烟台住宅

均价破7千元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烟台六区住宅均价约为7011元
/平方米，均价突破7字头。2013

年烟台六区全年的均价维持在
6900元/平方米到7100元/平方
米之间，其中最低为3月份6946

元/平方米，最高为9月份7089

元/平方米，最高值接近7100元
/平方米。

烟台六区均价超过7000，
房价较高的原因与莱山区、高
新区和芝罘区的房价较高有

关。纵观烟台六区，莱山区的均
价最高，1 2月份的均价达到
9762元/平方米；其次是芝罘区
均价7939元/平；高新区的房价
也超过7000元/平方米，12月份
房价为7635元/平方米。

专刊记者 夏超

随着商铺市场的回
温，投资商铺愈发成为众
多投资者的首选渠道。投
资什么商铺，怎样获得更
好的收益？这些成为了投
资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专刊记者 冉全金

对大多数人来说，购房是人生
选择当中少有的重大而复杂的事
情。结婚需要购买婚房，孩子上学需
要购买学区房，父母养老也需要养
老房，如果工作变迁，可能还需要工
作换房。房子已然成为了生活中的
必需品了。而另一方面，不断上涨的
市场价格，又让房子具备了相当程
度的投资属性。那么怎么样让房子
在自住和投资上得到双重保证呢？

位于南部的现代国际新城吸引了商铺投资者的目光。 宫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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