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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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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曲先生来电：我们
单位一直给交公积金。我和

爱人最近全款买了套二手
房，过年之前想把公积金提
出来。能否帮忙问一下，在春
节之前半个月内能把公积金
提出来么？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全额付款购买二手房，
提供房产证、全额销售不动
产发票、契税完税凭证的原
件和复印件即可。以房产证
(发票或契税完税凭证 )时间
为准，一年之内可以办理。资
金在3-5个工作日内转账到单
位。

2、市民魏先生来电：我家
居住在黄务寰辰佳苑小区，
这是个封闭小区，物业占用
业主共有的道路和其他场地
划停车位并且收取停车费。
车辆进入小区要按50元/月交
车位费，还要另交50元办理通
行卡，以上费用都没有出具
发票，请问这符合物业管理
办法吗？这样做合理吗?

烟台市物价局：停车服
务费若不超过标准可以收
取。但收取物业服务费、停车
服务费后，为业主办理的各
种出入证、车辆通行证等不
得收费。请提供相关收费票

据，向12358或6236349进行举
报。

3、市民胡先生来电：2013

年上半年我在福成家园买的
房子，暂时没办出房产证。买
这套房子就是为了让孩子上
学的地方距离我们近一点，
可以好好照顾孩子。可是眼
看孩子明年就入学了，我们
怎么才能把孩子户口落下
来？

烟台市公安局：从区外
申请户口迁入芝罘区，暂时
无法办理房产证的，需持购
房合同落户。该房屋如已具
备落户条件，业主可持网签
购房合同、房产交易中心办
理的《房屋预告登记证明》、
购房发票申请区外户口的迁
入。

4、市民马先生来电：福山
北三路的银河名都小区，至
今没有通天然气。请问我们
什么时候能用上天然气？

新奥燃气(管道天然气)公
司：福山银河名都小区是管
道液化气小区，您反映的问
题是管道液化气置换成管道
天然气的问题。由于管道液
化气和管道天然气分属不同

经营主体，液改气过程中涉
及到的燃气设施的产权转
移、工程质量的评价、可用资
产的评估、改造费用承担等
问题都要协商解决。鉴于以
上原因，管道液化气改造问
题需要循序渐进逐步解决。
如果小区的居民同意整体转
换，可由物业公司或居民代
表与我公司福山区市场开发
部联系。

5、网友留言：我因为工
伤造成高位截瘫，生活不能
自理，并且完全丧失劳动能
力。现在居住在养老院，也
一直没有买房子。但是并没
有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单
位每个月都给缴纳住房公
积金。请问这种情况下，可
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吗？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可以提取。提供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
具的劳动能力鉴定证明的
的原件和复印件、单位为您
出具的情况说明 (即上述您
的情况，加盖公章 )、一式三
联的提取单 (加盖公章 )，由
单位经办人办理即可。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返返乡乡置置业业者者成成港港城城购购房房主主力力

北京：

房贷发放仍偏紧

半数银行无优惠

经历了2013年末的额度紧张、
无款贷房的状况后，按理说新增贷
款额度的释放会让银行重新敞开
大门，来缓解去年末信贷额度紧张
的局面。但目前现在市面上多数银
行仍是无贷可放，不少客户依然处
于漫长的等待中。

新年伊始，仅有建行、中行、招
行、北京银行和平安银行五家银行
可实行房贷优惠。而工行、农行、交
行等目前没有房贷优惠。农行北京
某支行的信贷经理表示，目前农行
没有房贷优惠，但是额度方面并不
紧张。股份制银行中，光大银行目
前没有房贷优惠。另外，还有个别
股份制银行今年尚未开闸房贷市
场。

上海：

楼市成交依旧冷

降价也未见热销

临近春节，上海楼市成交热度
进一步下降，各个楼盘的买家来访
量、来电量都有明显下降，开发商
也在忙于做内部总结工作，大部分
楼盘还是以续销为主。业内人士介
绍，某楼盘去年11月开过一次盘，
当时的报价是2 . 6万元/平方米，实
际成交均价在2 . 49万元/平方米，
但这次该楼盘所加推的房源，仍然
是去年11月拿的预售证，这批房源
的报价较上一次有所下降。即便如
此，这个楼盘也没出现明显的热
销。

某房地产从业人士介绍说，1

月历来是楼市低谷时期，目前很多
刚需客户，如要买房的外地户籍买
家，往往想着尽快回老家过年，无
心购房。从开发商的工期安排来
看，很少有开发商会选择在1月拿
预售证。一般来说，要么在1月前
拿，要么春节后再拿，春节后推盘
将会大增。

深圳：

购物中心抢入市

商业地产白热化

住宅市场持续受调控，商业地
产发展增速。近年来，开发商对商
业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情不减，这股
热情令未来商业供应量持续增加。
未来两年内，深圳购物中心将进入
一个高速发展与竞争的时代，新增
供应量将达到88 . 4万平方米。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3年，深圳
有多个购物中心相继开业纳客，包
括宝安天虹购物中心、海雅缤纷
城、沙井京基百纳广场、东门的华
润1234Space，年底更有欢乐海岸购
物中心、龙岗万科广场、蛇口海上
世界等商业项目集中开业。这些项
目遍布深圳每个区，特别集中于崛
起中的新兴商圈。“商业地产正由
原本的一片蓝海向红海转变。”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深圳的购物中心
已是遍地开花，随着未来新增供应
量的继续增加，加上原本集聚在福
田、罗湖成熟的购物中心，深圳商
业地产市场竞争压力将会更加激
烈。张晓端表示，供应增加必然加
大市场竞争，2014年的竞争趋向白
热化。为应对压力、提高人群集聚
效应，未来购物中心中休闲娱乐餐
饮等体验性业态比例将会进一步
提升；为突出个性实现差异化，未
来零售中品牌集合店、买手店也将
逐渐增多；此外，随着儿童逐渐成
为家庭消费的带动力量之一，以儿
童为主的消费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专刊记者 夏超

时至年末，有大批在外奔
波的人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回
家置业”逐渐成为许多人的第
一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居高不
下，再加上限购令的出台，很多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开始放弃
在外地打拼的计划，而选择回
家乡买房。与此同时，烟台近年
来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城市价
值显著提升，吸引了那些有浓
郁故乡情结的人回乡购房。

记者走访发现，临近春节，
港城众楼盘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吸引返乡置业群。万科·青年特
区均价7200元/平方米，年末感
恩钜惠，优惠达3-4万元。城发·
康和新城，均价5800元/平方
米，总房款优惠4000元，一次性
9 . 8折，贷款9 . 9折。山水龙城均
价7200元/平方米，在售楼处优
惠基础上再享9 . 8折。富甲逸
品，均价8400元/平方米，现购
房即可领取1万元车库代金券，
一次性付款9 . 7折，按揭9 . 8折。
三站经纬广场，均价9800元/平
方米，一次性付款9 . 8折，贷款
9 . 9折。鼎城·国翠，均价11000元
/平方米，楼栋一次性付款每平
方米优惠500元，按揭每平方米
优惠300元。万科·御龙山，均价

13000元/平方米，全款9 . 8折，按
揭9 . 9折。

在华润·凯旋城的售楼处，
记者采访了冯先生。冯先生在北
京工作，父母在烟台，放假回家
父母催着冯先生在烟台置业安
家。冯先生说：“这次过年回家，
除了团圆就是为了买房，满足父
母的心愿，看了一个礼拜的楼
盘，锁定了南大街的白石公馆和

烟台大学附近的华润·凯旋门，
价格都在8000元左右，户型与位
置都符合心里的预期目标”。像
冯先生这样的刚需置业者，只是
春节期间烟台楼市中的一个缩
影。据华润·凯旋门负责人介绍，
项目在春节期间针对返乡置业
者推出了三重特惠活动，平均每
天可以成交5套左右，其中大多
数都是刚需置业者。

春节期间的楼市，除了刚
需新房火热之外，二手房也呈现
出了明显的增长势头。某中介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到，他们公
司近2周的业绩比平时翻了一
番，其中有近三成都是外出务工
一族回家购买的。二手房购买者
大多中意于购买70-100平方米
的两房或三房，平均建面价格在
5700-7000元/平方米。

1月12日下午，第七届中国
购房者大会暨第十届网络人气
榜颁奖盛典在烟台举办，600多
位网友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嘉
宾们参与了本次活动。此次大
会上，“2013年度最具人气社
区”、“最具人气版主”、“最具潜
力版主”等重量级奖项逐一揭
晓，以表彰一年来为搜房网做
出突出贡献的精英网友们。据
悉，中国购房者大会由搜房网
主办，是一年一度专属于购房
者和网友的盛会。

与此同时，搜房网举行的
第二届新房帮大赛结束。购房
者大会现场为脱颖而出的置业

顾问颁发了“烟台金牌顾问”和
“烟台好顾问”两项大奖。

大会上，搜房网新房集团
烟台分公司总经理刘志宏做了
主题为“开启购房无线梦想”的
演讲，着重阐述了移动互联网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以及搜房网
在无线领域的成果。如今无线
技术越来越多的影响着现代人
的生活，在布局移动互联网方
面，搜房网一直都是潮头浪尖
的领军者，本次购房者大会从
报名到抽奖，全程贯穿无线因
素。

在活动中，不少网友也对
无线带来的改变感触颇深。芝

罘区某楼盘业主于女士表示，
她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购房者大
会了，从简单的报名就能感受
到其中的变化，以前是手动签
字报名，如今是扫描二维码报
名，便捷高效。而采访中不少中
老年人的活跃也打破了无线是
专属于年轻人的刻板印象。50

多岁的李大妈拿着先进的智能
手机轻松完成报名，对于搜房
编辑的惊讶，李大妈诙谐地说：

“我还有搜房APP客户端呢，买
房查信息一键搞定。”

对无线带来的改变，房地
产从业者更是受益良多，天赐
椿城一期嘀嗒置业顾问吕晓丽

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首批体验
搜房无线产品的置业顾问，吕
晓丽说：“使用新房帮带来了意
外惊喜，一个月卖了15套房子，
非常感谢搜房平台带来的机
遇。”

更多业内人士则对购房者
大会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从年初的
千人看房团中就了解了搜房网
在烟台网友中的号召力，但是
这次购房者大会仍然让人震
撼：“在烟台也只有搜房网才有
实力举办这样的盛会，期待
2014年与搜房网的合作”。

660000余余位位网网友友共共聚聚购购房房者者大大会会
搜房网开启购房无线梦想

记者观察

临近年终，售楼处里也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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