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8 地产
2014年1月15日 星期三

编辑：宫玺 美编/组版：宋晓霞 ·今日烟台

楼市情报站

年终置业四部曲之

前前奏奏：：寻寻找找房房源源多多艰艰辛辛

保利·香榭里公馆

可领取新春大礼包

保利·香榭里公馆新春业主
答谢精彩继续。1月 1 0日起凡保
利·香榭里公馆业主即可到售楼
处领取由烟台保利置业倾情准
备的新春大礼包一份，内涵春
联、福字一套。保利·香榭里公馆
现均价 7 2 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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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限量预约。
1 4 3 - 1 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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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源雅景一期

特价房2000抵2万2

辰源雅景一期现房加推，11

层双阳卧、南北通透、全明户型
8 6平方米，社区中心楼王精品，
优质产品亲民低价入市，还您安
居梦想。一期产品预计2014年6月
30日交房。

现举行特惠活动，一期98平
方米特价房源交 2千抵 2万 2，直
减 2 万；二期 4 9 0 0 元 / 平方米起
价，认筹进行中，限时优惠交2万
抵3万。

中铁·逸都

本月购房送2万元红包

中铁·逸都现高层均价为
7200元/平方米，现购房按揭9 . 9

折优惠、一次性付款享 9 . 8折优
惠，本月买房还送2万元红包。一
期现房入住，二期正在做外立
面。中铁·逸都公寓初步计划将
于年后推出，敬请期待。

万科·御龙山

打造梦幻婚纱派对

“万科御龙山网上售楼处”
携手安娜公主新婚会馆共同举
办2014梦幻婚纱派对。御龙山业
主及安娜公主客户一起聚首御
龙山，品美景、赏婚纱。万科·御
龙山现在购房全款 9 . 8折，按揭
9 . 9折。回馈万众厚爱，万科·御
龙山在所推有限房源之上再次
推出 6号景观楼王，御领中央绿
轴，尊享约 1 4 0平方米鲜氧阔景
华府！续写璀璨传奇，华奢钻石
珍品展即将优雅启幕。一湖璀璨
半山倾城，奢享城市中的养生大
境；城市双区中央，丰富配套尽
享；舒适户型规划，打造层峰人
士雅致空间！

万光·府前花园

三期小高层抢先看

万光·府前花园三期93-147

平方米一梯两户小高层抢先看，
三期推出时间和价格待定。三期
共有12、14、16、17、19、20、36号楼
推出。

容大·东海岸

现在均价7000元

容大·东海岸现在均价7000

元/平方米，120平方米空中花园
持续推出，容大·东海岸年度典
藏户型感恩推出，岁末礼宾欢乐
送火爆开启，1 2 0 - 1 6 0平方米实
楼样板间已经开放，书香府第商
业街招商也正在进行。

买房是件麻烦事，但最麻
烦的还是寻找和判定房源，也
是整个购房过程中耗时最长、
投入脑力最多的环节。但是，购
房者们会发现，一旦打开这个
信息通道，铺天盖地的促销信
息就会如大海一样涌入。报纸、
户外广告、网站、短信、亲朋介
绍；有用的、没用的、互佐的、矛
盾的，似乎不把购房者的头脑
扰乱就不善罢甘休。找房之辛
苦，并非置身事外的人能够体
会。而这些，对年终购房者来
说，都要在假期真正到来之前
敲定。

从一脸茫然

到马上拍板

刘先生在烟台市的一家外
企工作。一年之前他就想买一
套80平方米左右的婚房，但因
为常年出差在外，置业计划就
一直被搁置了。“结婚证都领
了，这房子就是敲不定，不知道
怎么选啊！”刘先生说。

说起选房子，刘先生真是
“一个头两个大”。父母要求新
房子不能离老两口太远，妻子
又喜欢闹市区的繁华，还要考
虑以后孩子上学的方便。“可是

没有在房地产行业干的朋友，
我也常年不在烟台，收集信息
真是个麻烦事。”大海捞针了一
年，区域是锁定了，但怎么也找
不到更合适的房源。

“其实，获取信息的渠道也
挺多的。”刘先生说。作为资深
网络用户，刘先生把网络当做
主要的信息渠道。“搜房网就不
错，我和媳妇就喜欢爬他们地
图上看。”

与此同时，家里的老人也
没闲着，天天端着报纸看广告
信息，“亲戚朋友也都撒出去当

‘侦察兵’了。”刘先生笑道。
经过一年的努力，回到烟

台的刘先生手里终于有了几个
“靠谱”的选择。“全家人都等着
我过年回来拍板了，顺利的话，
过了年就把新房拿下。”

上网找信息

并非大海捞针

张先生把自己标榜为“资
深看房者”，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为自己买了养老的房子，又
为孩子挑选了婚房之后，他对
如何收集购房信息，有了不少
心得。

“首先可以通过网络的渠

道收集房源信息。”张先生说。
“我都50多岁了，还能上网看消
息，年轻人们肯定不在话下。”
张先生掰着手指给我们历数了
几种不同的网站，可获取的信
息也不尽相同。

首先是政府类网站。通过
此类网站，购房者可以了解房
产市场政策、法律法规、土地管
理政策、开发商信息、产品和交
易信息等。然后是专业房产信
息网站，这类网站房源数据丰
富，信息量大，可方便查询从别
墅到商铺、从租赁到买卖等各
类信息，功能强大而实用。

另外，还不能忽略房地产
开发商网站。虽然这些网站主
要进行企业品牌宣传，信息比
较片面，但可以收集到楼盘的
售后服务、物业管理等内容。最
后一种是房地产中介公司网
站，一般中介公司都建有自己
的房产网站，提供房源查询功
能，部分网站还能提供在线交
易功能，局限性是只提供自己
公司的房源。

“这些网站都浏览一遍后，
基本对房地产市场就会有个初
步了解，也知道怎么下手了。”
张先生说。

自己找房源

一定要擦亮眼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网上
找房子一定得注意信息是否真
实，选择口碑好的中介公司和房
产开发公司，这样可以确保信息
更可靠。

购房者在了解了一些基本
的楼盘信息后，一定要去实地考
察。即使春节回家时间紧凑，也
不能被收集的信息牵着鼻子走。
比如，一些楼盘虽然打出优惠信
息，可能只有极少几套位置、户
型有缺陷的房子低价出售，以其
价格作为“最低价”、“起价”。另
外，“均价”听上去很优惠，可想
下手时，销售人员会告诉购房者

“均价”以下的都卖完了。
有很多城市已实行网上签

约、网上公示制度，可先去政府
相关部门网站查询。购房者自己
寻找房源信息，比较省钱，也不
需要交中介费，但是可能了解的
信息不全面，容易忽略一些细
节，产生一系列纠纷甚至经济损
失，所以，可以适当地委托正
规的中介公司来帮你购房，这
样 会 更 快 速 、安 全 、省 心 一
些。

看沙盘，听介绍

黄女士曾经是某售楼处
的置业顾问，她向记者介绍了
看房的几个要点。进售楼处之
后，首先关注的肯定是项目的
沙盘。通过看沙盘以及听售楼
顾问的介绍，购房者能获得不
少有用信息。“楼盘的楼间距、
绿化等，能够在沙盘上直接体
现。周边有优势的设施，开发
商肯定不会放过展现的机
会。”黄女士介绍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般
很难直观理解楼盘的“容积
率”、“绿化率”这些数据。但在
沙盘上就可以直接看出来。

“楼和楼之间有多少米，中间
有多少绿化带，一目了然。”黄
女士说。

但是也不能完全相信沙
盘。黄女士介绍说，有些售楼
处的沙盘可能做些手脚，让建
筑之间的空间看起来大一些。
还有些周边设施，也仅仅停留
在规划阶段，不一定能实现，
却可能被有些开发商拿来大
做文章。

“所以，除了看沙盘，听介
绍，一定要到楼盘所在位置亲
自考察一下。”黄女士说。

观户型，察质量

售楼处一般设有户型模
型展示，购房者可以对户型结
构有直观的印象。“多年前人
们只关注面积，但现在人们对
房屋其他方面的关注度更高
一些。”黄女士介绍说，户型的
内外配比、房间结构，越来越
被购房者们重视。同一层楼的
不同房源，购房者可能就因为
光照原因而放弃面积更大、单
价更便宜的户型，而选择朝南
的、单价更高的小户型。

黄女士说，现在比较流行
的是大厅小厨，以及客卧分
离。大厅小厨可以提供更多的
活动空间，而客卧分离则能保
证私密性和舒适性。“尤其是
年轻人，比较少下厨房，但却
可能有比较多的朋友、同事，
这种设计理念非常符合他们
的生活习惯。”

同时，建筑质量也是不能
忽略的。购房者可以在现场考
察已建好楼层的质量，或者通
过了解建筑方之前的产品来
间接了解本楼盘的质量。“如
果有在建筑行业从业的朋友，
带着去看看，那就更好了。”黄
女士说。

小方面，不忽视

在看房时，有些事很容
易被忽略，但对居住的舒适
性却非常重要。

“一定要看人车分流设
计。”黄女士强调，有些楼盘
人车分流设计不合理，小区
里行人和汽车混杂，很容易
出现安全隐患。“尤其是当小
区里孩子多的时候，开车不
小心就会酿成悲剧。”黄女士
说。

另外，车位的配比也要
详细了解。车位和住户的比
例是多少，出售和出租的比
例如何，地上车位的位置在
哪里，地下车库与楼栋结合
是否紧密，一定要了解清楚。
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如
果车位数量不能满足需求，
难免会出现各种矛盾。

再者，景观设计也要实
用性与观赏性并重。如果小
区内有水体设计，还要关注
安全性。如果物业管理跟不
上，水体很可能带来生态污
染。“如果能做到春有花、夏
有荫、秋有果、冬有青，并且
能 合 理 搭 配 ，就 再 好 不 过
了。”黄女士说。

年终置业四部曲之

主主题题：：看看房房千千万万别别挑挑花花眼眼

专刊记者 姜晓燕/文 宫玺/

图

过年回家，时间匆匆。要
买房，临阵抱佛脚可不是个
好主意。在放假之前就收集
好各方面信息，春节后就可
以直奔售楼处了。找房，虽然
只是春节置业计划的前奏，
却也是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
重要环节。

文/图 专刊记者 宫玺

经历了选房的烦杂与喧
扰后，无论前期信息收集多
么完善全面，若没有落实到
房子本身，则不免落得水中
月镜中花。

而对于年终回家购房者
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一次
性把房子都看遍，则需要一
个缜密的计划。无论选择哪
种方式，在面对形形色色的
楼盘时，千万别挑花了眼。

看房，要多听多看多想

楼市浮沉，到哪里找自己的那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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