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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黄金楼市

《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

住住满满7700年年，，房房子子产产权权还还是是您您的的

文化路泰建花园小高层

3室2厅2卫1厨
位置:泰山中学对面
距离泰山中学、农业大学、

中心医院、银座超市极近 ,教育、
医疗、购物方便。4层(共12层)中
户,三室朝阳,一梯三户,带地下储
藏室,精装修,有电梯、地暖、外墙
保温 ,无物业费 ,小区有红外监控
探头、可视对讲门禁系统,2007年

建成。154平方米,拟售180万,可商
议。

南上高小区

2室1厅1卫
位置:灵山大街南邻
紧邻南上高中学 ,公交直达 ,

教育、出行非常方便,户型合理,水
电齐全 ,小区内有保安 ,停车方便
无物业费。平房,使用面积60平方
米,简装修,拟售15万,价格可商议。

市委党校东校区

位置：岱道庵路，东岳中学
北邻

学区房，5楼顶层，面积92平
方米，配套齐全，精装修，拟售90

万，价格可商议。

徐家楼灵芝小区

位置：徐家楼社区卫生院北
临

门头房，上下两层共104平
方米，一楼门头房，二楼2室1厅1

卫，水电齐全。拟售85万。

鑫源花园

3室2厅1卫
位置：天平高铁片区
超大阳台，送储藏室，水电

气宽带齐全，毛坯房，1 2 6平方
米，拟售31万，可商议。

北新街小区

2室1厅1卫

学区房，3层48平方米，水电
气暖齐全，拟售51万。

志高国际(东)

3室2厅2卫
13号楼，有露台，带一个靓

号车位。19层(共21层)127平方米，
拟售110万。

开元小区

3室2厅1卫
位置：岱岳区公安局宿舍
5层114平方米，储藏室16平

方米。3室朝阳，精装修，水电气
暖及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
拟售60万。

麓秀佳苑

3室2厅2卫
位置：岱岳区政府东侧
5层144 . 18平方米，车库18 . 4

平方米，精装修，水电气暖太阳
能厨具等齐全，有大市证。拟售
88万。

丽景花园

1层复式
位置:东岳中学西邻
水电气暖齐全 ,精装修 ,带中

央空调,已铺地面有地暖。2013年
新房。240平方米,拟售320万。

丽景花园一期

17层(共18层)复式
位置:东岳中学西邻

水电气暖齐全,244平方米,有
车位,拟售220万。

恒基·东尚

2室2厅1卫
位置:小井汽车站东南200米
17层(顶层)84 . 77平方米,配6

平方米储藏室,拟售46万。

容郡国际

4室2厅2卫
6层(顶层带阁楼)136平方米,

带96平方米阁楼,拟售120万。

奥林匹克花园

3室2厅2卫,带储藏室和阳光
房,不算在房屋面积内,有地暖,空
调,家具家电,可拎包入住,周边有
2、26、28路公交车,空间大,客厅明
亮。7层,135平方米,拟售80万,可商
议。

科技大学东宿舍

3室2厅1卫
6层(共7层)，142平方米，含集

体供暖。免税。拟售130万。

龙泽花苑

3室2厅2卫
位置：市政府西临
复式174平方米，2-3楼。含壁

挂炉取暖，拟售200万。

国华经典

5室3厅3卫

1-3层联排别墅350平方米，
拟售520万。

灵山小区

3室1厅1卫
5层(共6层)，带集暖，免税。

80平方米，拟售54万。

岱庙西邻独院别墅(出租)

4室2厅2卫
位置:岱西社区
学区房 ,距离北实小 ,一中

等学校 5分钟路程 , 1 5 0平方米 ,

全套家具家电 ,租金面议 ,长租
优惠。

乐园小区附近(出租)

2室1厅1卫
简装修,朝向南,交通、购物、

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一应俱
全。3层60平方米 ,900元/月 ,半年
付。

书香苑商住办公楼

(泰山文化发展中心)

3室2厅2卫1厨
位置:岱岳区政府正对面，交

通便捷，地标性建筑。
商住两用楼，4层(共17层)西

户,全新精装修,层高3米，有电梯、
地暖、外墙保温,小区有红外监控
探头、2013年建成。155平方米,可
租可售，价格面议。

（张双）

房源推荐

本报特地推出“有房吗”
栏目 ,刊登市民的房屋买卖
信息。有需求的读者可以将
自己的购房需求编辑短信发
送至记者手机15265385688。
格式如下 :姓名、期望居住区
域、求购房屋面积、总价上
限、楼层、车库、储藏室、装
修、水电暖气及电梯的要求、
其他要求等。

有房源急于出售的读
者 ,也可以通过本栏目发布
房源信息 ,详细情况可拨打
记者电话15265385688咨询,
房源信息及照片可发送邮箱
2435161632@qq.com。

恒基置业

召开职工大会

2014年2月15日上午九
点恒基置业职工大会在唐訾
路与东湖路交汇处的公司总
部四楼会议室隆重举行。以
董事长张继明为首的公司领
导班子、以及恒基置业全体
员工齐聚一堂，总结了2013

年的工作，并对2014年的工
作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本次职工大会上，董事
长张继明和总经理陈红分别
作了讲话，对于2013年工作
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作了详细的总结，并对2014

年的工作计划作了详细安排
布置。工作计划中既有详细
时间表又有对应相关负责科
室，是恒基置业2014年开展
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恒基
置业员工表示，在新的一年
里，恒基置业必将再创辉煌，
凝聚团结的力量，打造卓越
品牌。

山东泰安恒基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是由原泰安市泰山
区招商局、招商建设开发公
司改企转制设立的股份制公
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
下设7个部门，具有一支专业
齐全、业务熟练、技术精湛的
干部职工队伍。公司先后完
成了金桥服装城A座、恒基·
福园、恒基·富丽东方、福泰
雅居、恒基·理想家、水岸嘉
园等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
又相继开发了恒基·東尚和
恒基·都市森林两大项目。发
展至今恒基置业已经成为以
房地产开发为主业，涉及物
业管理、门窗制作安装、二手
车交易、自有资产管理运营
的集团化公司。

十年来，恒基置业从诞
生到成长到壮大，创造了无
数的奇迹，更收获了无数的
喜悦，这种喜悦凝结了所有
恒基人的心血和汗水，饱藏
了对房地产事业的热爱与深
情。2014年的恒基将更加富
有朝气，以更加团结，更加有
力的步伐，走向卓越与辉煌！

（李丽）

常常有朋友咨询房屋产权
问题：“70年以后，这房子还是咱
自己的吗？”

最近，笔者咨询了律师和相
关专家了解到，我国现行的法律
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
居住用地是70年，工业用地50

年，商业用地40年，综合用地50

年。而房屋的使用寿命通常长于
这个年限。这个问题对于私人购
房尤其显得重要，不少业主在购
房时不禁产生疑问：当使用期限
到了之后，房子还属于自己吗？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限期
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
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
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
届满，自动续期，这使得住宅业
主感到安心。自动续期解决了土
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在期限
上的冲突问题，消除了二手房购
买者对土地使用权年限的后顾
之忧，将促进二手房的流转，有

利于提高房屋和土地的利用效
率。虽然《物权法》没有提及续期
后的费用及相关问题，对商业和
综合建设用地如何处理，能否自
动续期也没有具体规定，不过，
随着后续法律法规的完善，配套
法律、法规将对《物权法》相关部
分进行补充。

产权和使用权都不是永久的

房屋自身的价值是随时间
的推移而递减的，而土地是不可
再生资源，所以房地产增值指的
是土地的增值。土地永远是国家

的，因此增值不是个人房产的增
值，而是国家拥有的土地的增
值。产权人只有在短期内在适当
时机将因经济发展而价格上涨
的房屋出售，才能兑现增值。这
种投资的风险是比较大的，也是
不容易把握的。

事实上，根据现行法律法
规，房屋所占有的土地的使用
权，是国家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
的。开发商建好房子后，再将房
屋及土地使用权专卖给客户。国
家规定土地产权绝对不出让，而
土地的使用权也是有一定出让

年限的，最高只有70年。房地产
开发商的使用权也是有一定出
让年限的，最高只有50年。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家开发商
会向客户说明他出售的只是50

年的房产，50年后国家将无偿收
回土地及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
届时，如客户或开发商依然想拥
有房产，则须再补交以后若干年
限的土地使用费，当然那时土地
已经增值了。从这一点看，产权
和使用权都不是永久的。

另外，“土地使用权”与“房屋
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地使
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是居住用地
70年，购房人取得的商品房产权
必须也只能建立在70年土地使用
权的基础上。而房屋开发商从土
地管理部门获得土地批租权后，
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通。商品
住宅从开发到销售的周期一般在
1—3年，房产产权的“实际寿命”
也就随着开发商开发住宅时间
的长短而缩短。如果土地使用权
的出让日期与开发商出售房产
的日期有较长的时间间隔，尤其
是一些烂尾楼改造的项目，购房
者必然面临“房产产权期限缩水”
的问题。 据大河报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与养
生理念的升级，品位都市人群越
来越苛求一种真正健康养生的
生活模式。而随着雾霾天气的污
染加剧以及泰山温泉城的成功
运营，全泰安城市精英已经开始
向南看，逐渐关注一种全新的温
泉度假养生模式。

位于泰山温泉城景区的御
汤山别墅绝对成为购房者关注
的焦点！项目依托不可复制的温
泉、森林两大自然资源，引领全
新的度假养生文化潮流，打造高
性价比全享型度假养生模式。

绝版私汤温泉浴，引领温泉
养生新潮流

御汤山别墅将稀缺温泉资

源私有化、家庭化，每个产品都
引入温泉，打造专属上流人群的
私家温泉SPA别墅。每户设计独
立私家温泉大浴池、私家庭院，
营造一种“家家庭院 户户温
泉”的居住意境。别墅引入温泉
水源为徂徕山天然地下温泉，出
水温度50℃左右，富含氟、溴、钠
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和矿物质，是难得的高温温泉，
对改善体质、增强抵抗力、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等拥有显著疗效。

家门口的富氧森林浴，开创
健康生活新模式

御汤山别墅零距离独享徂
徕山国家森林公园，可以享受家
门口漫步富氧森林的体验， 森

林的隔声效果会使人感到一种
远离都市喧闹嘈杂特有的宁静，
绿色的环境和优美的风景能给
人以安谧舒适的感觉。森林中的
空气清洁、湿润，氧气充裕，树木
散发出的挥发性物质，具有刺激
大脑皮层、消除神经紧张等诸多
妙处，对人体健康极为有益。

高性价比、全享型度假养生
生活

不可复制的温泉、森林两大
天然资源有目共睹，御汤山别墅
在构筑过程中的考量可谓面面
俱到，度假养生配套设施也一应
俱全。御汤山项目位于徂徕山西
麓泰山温泉城景区内，景区是国
家4A旅游景区，景区内星级酒

店、山地温泉养生区、室内游泳
馆、SPA水疗馆等一系列康体休
闲娱乐设施已投入运营。

泰山温泉城项目总占地600

余亩，二期御汤山养生别墅占地
98亩，容积率0 . 5，绿化率达到
45%，建筑密度25%。项目在规划
之初就定位于打造中产阶级买
的起的好别墅，主要户型有133、
167㎡联排和320㎡双拼，产品赠
送率高达60%，轻松圆市民别墅
梦。

目前，项目施工建设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中，部分楼座已经封
顶。项目“温泉会”vip会员全城
招募中，希望广大有意向的市民
朋友能够把握机会。（李丽）

精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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