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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2013年楼市回顾：

二线城市四季度成交

明显高于二三季度

2 0 1 3年楼市总体成交量与
2012年基本持平。一季度末同比增
幅明显，后成交持续波动回落。

成交方面，一线城市楼市总
体成交量相比2012年下降19 . 8%。
2013年第一季度由于延续2012年
末成交热情，加之受“国五条”出
台影响，成交同比大幅增长。二季
度与三季度初成交量基本持平，
季度内涨跌规律一致。年末成交
总体略有上涨，但涨幅不大。

二线城市楼市总体成交量同
比上涨7 . 53%。成交变化规律总体
与一线城市保持一致，均为一季
度末成交大涨，之后波动下降。四
季度初由于各地调控分化加码，
为了搭乘调控前的末班车，成交
再次上涨，四季度整体成交明显
高于二三季度。

供应方面，一线城市库存量
除深圳外均较去年有所下降，其
中北京库存下降最为明显，较2012

年减少约2万套，深圳库存量较
2012年则有逾5000套的增加。二线
城市除南京、厦门库存减少外，库
存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价格方面，2013年楼市成交价
格整体呈现上涨趋势，一线城市
上涨幅度较大，除广州同比2012年
上涨8 . 7%外，其他一线城市均有
超过10%的涨幅，其中上海涨幅最
大，同比上涨20 . 1%。二线城市房
价则基本平稳，总体变化不大，仅
重庆有超过20%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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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楼市展望：

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销售增速或将放缓

2013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向好，
但房价已由“普涨时代”进入“分化
时代”，进一步促使调控政策的差异
化。2013年第四季度一线城市和部
分房价涨幅较快的二线城市在面临
无法完成年初房价控制目标的情况
下进一步收紧调控政策，而三四线
城市如温州和徐州，则对限购政策
有所放松。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思
想，正引导着各地调控机制的稳步
建立。

展望2014年，土地制度、财税制
度改革将进一步推进，房产税等相
关长效机制有望逐步确立，但是市
场化改革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不可能
一蹴而就，在热点城市房价仍然上
涨的背景下，难以期待限购限贷政
策的放松，现有的行政化调控手
段很难在短期内退出，不同城市
的政策取向继续差别化。中长期
来看，不动产登记、财产公示等
制度出台，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
进一步扩大，将进一步促进长效
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限购限贷等
行政性措施才有望逐步退出，促
使房地产业发展更加健康。在全
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房地产
业也必将迎来更加市场化的机
遇和挑战，市场供需关系将更趋
良性，明年乃至中长期房地产市
场环境正在孕育变化，市场有望
逐渐回归理性。

2014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将继
续前行，刚性需求仍将推动商品
房销售规模增长。此外，虽然人口
红利逐渐消失，但户籍制度的松
动带来的人口流动能够减缓需求
的直接下降，“单独二胎”政策的
放开有望促进部分改善性需求释
放。由此，2014年全年商品房销售
仍然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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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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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何女士来电：凤凰
西路北延工程为2012年市区
两级城建重点，至今没开工，
请问明年有希望开通吗？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凤凰西路北延道路南起
港城东大街，北至庙后水库
大坝南侧规划路，道路全长
1 . 56公里，路幅30米。该路全
段纵穿庙后村，属庙后村旧
村改造项目配套道路，征迁
工作由莱山区政府负责。2011

年，我局解决凤凰山庄项目
基础设施配套，先期修建了
港城东大街至凤凰北路5 0 0

米。因未与庙后村达成一致
意见，施工进程受到影响，所
以至今该路段也未能修建完
善。现在，北段至山之韵小区
1000米路段在规划路范围内
有40多户庙后村房屋未征迁，
不具备修建条件。莱山区政
府正在进行该40多户庙后村

房屋征迁工作，待征迁结束
形成净地后，按程序列入城
建重点项目大盘，再行组织
实施。

2、市民张先生来电：今年
父母想把现居住用的毓秀家
园的房子过户给我，可是房
产证至今没有办理。想问一
下该小区房产证何时能办理
到位？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毓秀家园项目目前正在
办理后期手续，暂未达到办
证条件，我局已督促建设单
位抓紧时间办理，达到办证
条件后将通知业主。

3、市民夏女士来电：我们
在大成门买的婚房，终于盼
来了交房，可是开发商却要
求必须交契税和公共维修基
金才给钥匙，这合理吗？房产
证何时能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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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契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

“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
属转移合同当天，或者纳税
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
权属合同性质凭证当天。”也
就是说，按照相关规定，契税
在房产证办理当日起缴纳便
可以。

烟台英炜物业公司付女
士：我们会严格按照房屋买
卖合同来给业主办房产证，
先交维修基金和契税的先给
办理房产证；因为这部分钱
是业主必须缴纳的，开发商
没有义务给业主先期垫付。

搜搜房房网网1122日日举举办办购购房房者者盛盛宴宴
深度内容、缤纷礼品、精彩节目恭候您的鉴赏

为答谢广大网友的大力支
持与长期厚爱，烟台搜房网将
于2014年1月12日在中心大酒
店星宇宴会厅举办本年度购房
者大会。届时，来自烟台的普通
购房者代表、长期活跃于各大
论坛搜房网友、房地产业内人
士将欢聚一堂，共襄盛典，见证
这美好的时刻。

中国购房者大会，是搜
房网一年一度的大型盛会，
是属于购房者自己的聚会，
是对本年度大力支持搜房网
发 展 的 购 房 者 及 网 友 的 答
谢。在此次盛会上，众多购房
者将有机会直接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回顾2013年具有代表
性、历史性的精彩瞬间的同

时，更能对2014年楼市进行展
望。

届时，到场嘉宾可领取精
美礼品一份，现场还特设抽奖
环节，为网友提供了缤纷豪华
大礼，包括吸尘器、温泉票、工
具箱等。现场最幸运的嘉宾将
获得由烟台建材网提供的三开
门电冰箱。谁能够在广大购房

者的鉴证下捧得大奖，我们将
翘首期待！

据悉，这已经是搜房网
举办的第七届购房者大会。
在上一届盛会上，近500名网
友及业内人士寒冬赴约，现
场火爆异常，高潮不断。而随
着 搜 房 网 影 响 力 的 不 断 扩
大，网友群愈加壮大。

22001144年年养养老老地地产产有有望望破破题题

快速发展的条件
基本具备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字
显示，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已
达2 . 02亿人。从2013年开始，老
龄化人口数量将以每年1000万
的规模递增，未来20年还将翻
一番，突破4亿人。庞大的市场
潜力为老龄产业发展带来了广
阔的空间，也促使政策层面态
度发生了转变。

2014年一系列政策的密集
落地，必将为整个产业发展创
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业内人士
指出，当老龄化率超过7%，且
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养
老产业将实现快速发展。截至
2011年，我国老龄化率就已超
过9%，人均GDP已突破5000美
元。

由此可看出，目前中国养

老产业快速发展的条件已基本
具备，且老年人收入逐年稳步
增长，养老金含金量和可支配
的绝对值较高，加之老年人的
消费理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将共同为整个养老产业化发
展带来商机。作为世界上唯一
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老龄
化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和关
注的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养老地产成了朝阳产业。在楼
市微调频繁的大环境下，开发
商纷纷试水养老地产瞄准这块
红利蛋糕。

政策倾向
将带来新发展

据商务部新闻办公室披
露，2013年12月23日，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沈丹阳就中美商贸联
委会成果等若干经贸热点接受
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将合理
引导外资投向养老地产、旅游
地产、教育地产等新兴业态。期
间，就外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
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的现象问
题，沈丹阳回应，今年以来外商
投资房地产业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但外资在全国房地产开发

总投资的比重仍保持在较低水
平，外商投资房地产在全国房
地产市场的份额也没有发生明
显变化。

沈丹阳又称，22001144年，商务
部在按照现有政策继续合理引
导外资在房地产领域投资的同
时，将会同有关部门针对市场
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采取
有针对性措施，防范投机性投
资，加强对跨境投融资活动的
监控，规范房地产领域的投资，
合理引导外资投向养老地产、
旅游地产、教育地产等新兴业
态。

专刊记者 侯博议

2013年是养老地产
利好政策频出、产业市
场迅速崛起的一年。据
相关业内人士预测，随
着各项养老政策的逐步
落地以及新项目的不断
投入市场，2014年整个
行业将呈现出爆发式生
长的一年。养老地产不
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
而将是落实在地上的实
实在在的产品。

老龄化加剧让养老地产开始受到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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