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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情报站

投投资资房房产产，，先先算算好好区区域域账账

相对全国来说，烟台房地
产市场起步较晚，但是发展潜
力巨大。近几年，整个烟台地区
的房价一直处于稳步攀升的状
态。烟台房地产市场各个区在
品质等方面越来越接近，各个
区楼盘的价格在慢慢持平，建
设高品质楼盘已渐渐成为一种
共识。

芝罘区

芝罘区作为城市中心，是
烟台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
心，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
众多，加之市中心土地越来越
少，所以芝罘区的平均房价目
前在市区中是最高的。但是芝
罘区的高价房主要集中在中心
区内，特别是滨海广场附近及
南大街沿线，已成为高档公寓
和写字楼的集中区域。

而南部新城的崛起，也带
动了周围房价的上涨。但是由
于交通和周边环境的限制，房
子的价格也受到了一定的影
响，所以房价与核心地带有一
定的落差。但是随着交通状况
的不断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日趋完善，这一情况正在
慢慢得到改变。

莱山区

莱山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
景优势，位于滨海路一线的海
景豪宅价格昂贵，拉高了莱山
区的整体价格。与此同时，烟台
市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政府机构
的落户使莱山成为烟台新的城

市中心，行政、文化、商业、体
育、金融等方面的配套日益健
全完善，对莱山区的房地产市
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人都
看好莱山区的发展潜力，因而
选择在烟台未来的城市中心安
家落户。

目前市府区域开发项目扎
堆，且体量普遍较大，相互产生
竞争压力，除促使开发商提高
项目品质，完善营销思路外，对
价格攀升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
作用。

而沿迎春大街向南至澳柯
玛大街沿线，也是莱山区房产
市场的另一个热点。作为副中
心，这里集中了一定的购房需
求。

高新区

高新区处于莱山、牟平两
区交界的枢纽位置，又拥有稀
缺不可再生的滨海土地资源，
随着电子、制药、新材料等企业
高端人才、企业的争相集聚入

驻，高新区的房产投资潜力将
日益凸显。未来高新区将着力
以“高端”的概念进行地产开
发，在景观、交通、视线、配套服
务等上佳的地段引入品牌高端
地产。

开发区

开发区近几年发展迅速，
集中了烟台绝大部分的工厂企
业，辖区内人口众多，特别是外
来工作人员不断增加，为开发
区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
发展潜力和购房市场，进而吸
引众多的房地产投资商越来越
关注开发区的房地产市场，并
在此投资。再加上西部一系列
靠近金沙滩的高品质海景住宅
投入市场，更是激发了开发区
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

福山区

福山区因为与芝罘区较
远，自身大型的商业圈也没有
形成，又没有开发区靠海的优

势，因此住宅的价格相对较低，
所以就成为了年轻人购房者的
第一选择。正是由于没有外在
的优势，因此福山区的楼盘多
以低价格、高品质来赢得消费
者的青睐。但是随着整个市场
的价格上涨，福山的房价也随
之快速走高。

牟平区

牟平区作为距离烟台市中
心最远的一个区，前几年在房
地产开发方面一直扮演一个默
默无闻的角色，价格更是长期
处于低谷。但是近几年，牟平地
产开始发力，大量地产项目频
繁推出，主要是由于烟台主城
区的不断东拓，莱山城市新中
心地位的确立，牟平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以及与主城区不断
高攀的房价之间形成的低洼吸
引力。随着土地放量的加大和
新楼盘的加快推出，势必带动
牟平区楼盘的销售价格快速提
升。

保利·香榭里公馆

新年置业计划全面启动

保利·香榭里公馆均价7200元
/平方米，保利悠悦在故乡，新年置
业计划全面启动。保利·香榭里公
馆三期116平方米舒适三居，限量
预约中；143-173平方米阔绰三居，
应市加推；75-170平方米醇熟现房
即买即住，购房送小棚。现首付5万
元起，即可轻松入住保利。

阳光首院

全款享9 . 8折 按揭9 . 9折

阳光首院三期花漫堤7层电
梯花园洋房面积是110-126平方
米，首层花园可种花养草，顶层
有大露台。现在均价 7 4 0 0元 /平
方米，交 5万元可抵 5 . 5万元。全
款可享9 . 8折，按揭享9 . 9折，指定
时间内交款再享9 . 9 5折。目前在
售房源是75-105平方米，楼号是
高层49#、50#和小高层53#、54#，
起价4700元/平方米，均价5500元
/平方米，全款9 . 9折。目前4 9#、
50#、53#、54#号楼在建，建到8层
左右，多层38#、43#号楼已封顶。

万科城最低首付15万

助年轻人实现安家梦

万科城目前均价再度回归
7 0 0 0元 /平方米，首期开盘推出
的 1 4、1 5、1 6、1 7、1 9号楼，共计
7 1 2 套 房 源 ，包 括 高 层 和 小 高
层，均为成品房。户型 7 7 - 1 3 5平
方米，目前所剩无几。现在购房
可享受全款9 . 7折，按揭9 . 8折的
优 惠 。同 时 ，7 7 平 方 米 臻 装 两
居，以仅约 1 5万元的低首付，帮
助广大青年置业者实现独立安
家的梦想。

金地·格林世界

年底清盘全款享9 . 9折

金地·格林世界年底清盘一
口价，5900元/平方米起，具体请
到售楼处咨询。现全款享 9 . 9折
优惠，按揭暂无优惠。4号楼已封
顶，绿网已撤。

中铁·逸都

三城团购享9 . 5折优惠

中铁·逸都高层均价7000元
/平方米，小高层均价7500元/平
方米，洋房均价9000元/平方米。
2013年12月份起，中铁推出三城
团购的优惠政策，购房享受 9 . 5

折优惠，同时推出四套特价房
源，平均 4 7万元/套。中铁·逸都
一期现房发售，二期现已全部封
顶。

保利·紫薇郡

新品绽放再续美好

保利·紫薇郡99-150平方米
新品即将上市，芝罘城心绝版花
园洋房，赠送超大面积私家庭
院、层层退台、花园露台，层层花
与院，真正带花园的花园洋房，
让每家盛开一个小花园。

“我们认为明年(房地产市
场)需求在下降，当需求增速迅
速下降的时候，它会带动销量
和房价软着陆。”在2013年12月
举行的华中科技大学深圳校友
会建筑分会双年会上，深圳世
联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劲松作为演讲嘉宾，对2013年
楼市进行总结并对2014年市场
做出一些预测。

在当天的演讲中，陈劲松首
先总结了2013年楼市的总体情
况。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2月

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1—
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7412亿元，同比增长19 . 5%。在陈
劲松看来，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
房地产接近顶点。同时，全国各
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地价高企
累积风险较大。

在成交量上，陈劲松表示，
从世联的一线成交数据中看
到，目前市场上90～144平米改
善型住宅成交占比过半，意味
着整体消费升级，因此尽管行
业总成交面积已进入中期高位

平台，但消费升级依然可以维
持平台整理。

陈劲松表示，明年二线城
市比一线城市表现更好，投资
客不会明显增加，以投资回报
溢价为基础的营销包括旅游地
产明年可能会比较麻烦。35岁
以下是绝对的需求主力，且占
比会持续提升。144平米大户型
滞销依然不会改变。一线城市
由于租金长期持续上涨带动房
价上涨。二三线城市商业泡沫
凸显，价格回调，商业土地进入

寒冬。
对于房地产企业，陈劲松认

为，明年上市房地产开发商财务
稳健，对抗行业周期波动能力提
升。销售回款质量比较差，高位
加杠杆，过于激进的中小开发商
将面临短期偿付危机。开发商利
润和净资产收益率趋势下滑，粗
放式发展一去不复返，开发商经
营、竞争将面临严酷的精细化竞
争考验。房地产服务业进入转型
新时代，整个行业将会诞生新的
服务内容。

如如何何验验房房？？看看专专家家支支招招

新新一一年年投投资资趋趋稳稳 房房价价会会软软着着陆陆

专刊记者 刘杭慧

投资房产，选择好区域
很重要。烟台房产市场的核
心六区各有其特色，着重投
资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随
着城市发展，地域界限正在
淡化，在不远的将来，烟台房
地产将会融合成为一个大的
完整的市场。

投资房产一定要了解区域特征。 宫玺 摄

业内资讯

验房有哪些步骤？新交付的
房子最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记者
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请专家为
读者的新房体检大事支支招。
验房四步骤

专家介绍，验房有以下几个
步骤：首先观察天花板、地板、墙
壁是否平整；其次，通过敲击墙
面和地板检查是否有空鼓现象；
再次，确认厨房、卫生间的各种
管道是否齐全，检查是否漏水；
最后，依次检查门窗是否可用、
是否有裂缝。
工具要带齐

如果想自行验房，可以带上

这些工具：
1 .试电笔；2 .钢卷尺；3 .小锤

子；4 .电筒；5 .纸巾；6 .盛水器具、
乒乓球；7 .计算器；8 .笔和纸；9 .

报纸，塑料袋；1 0 .易贴便条一
叠；11 .小镜子；12 .铝梯；13 .文件
袋。
对着合同查

除此之外，专家还提醒读者
要仔细核对买卖合同上的设施。
最好把水表、电表数字、楼高、马
桶坑距、浴缸长度和宽度、冲淋
房尺寸、吊顶高度都记在一个自
己的小本子上，同时把一些问题
写在物业公司提供的纸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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