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山和北京

周成交面积跌幅最大

CREIS中指数据库数据显示，
第16周监测的41个城市，周均成交
面积超八成城市同比下跌。其中跌
幅最大的是舟山和北京，分别下跌
64 . 90%和62 . 74%，韶关、徐州则位列
涨幅前两位，分别上涨56 . 3 7%和
51 . 14%。

天津5月31日起

停止办理蓝印户口

天津5月31日起停止办理蓝印
户口。

4月17日，天津市政府常务会
议做出指示，该市将于5月31日起
停止办理蓝印户口，停止外省市人
员通过购买商品住房、投资兴办企
业和引进人才办理蓝印户口。本次
停止新版蓝印户口，按照老人老办
法、新人新办法，对在2014年5月31

日前，通过天津商品房网上销售管
理系统打印并签订预订协议的外
省市购房者在取得房地产权证后，
可继续按原规定办理蓝印户口。现
有的持蓝印户口人员，在考察期满
后经复验合格可继续按原规定办
理天津常住户口。

北京宅地仍受追捧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的数据显
示，一季度北京的土地出让收入为
753 . 44亿元，同比增长了56 . 98%，已
相当于去年全年土地出让金的
40 . 79%，刷新了历史同期的最高记
录。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还
表示，4月份北京准备出让土地的起
价已经达到了221 . 76亿元，按照平均
溢价率计算，成交总价将突破300亿
元，这也意味着今年前四个月北京
土地出让金有望突破千亿元大关。

而从4月中上旬实际的市场表
现看，北京土地市场的热度似乎还
超过了此前人们的预期。

4月10日，丰台长辛店、大兴黄
村等4宗地块集中成交，成交总价
88 . 28亿元。其中，中筑以21亿元配
建8 . 5万平方米限价房的代价获得
长辛店辛庄村地块。由于竞争激
烈，该地块7成以上的住宅建筑面
积变为限价房，使得纯商品房部分
的楼面价高达4 . 5万元每平方米，
高于同区域在售物业。据悉，长辛
店区域新建住宅目前区域市场均
价在3万元/平方米，区域内二手房
成交均价在2 . 5万元每平方米。

一季度全国土地

市场整体降温

此前，国土资源部发布了今年
一季度全国城市地价监测成果，显
示一季度地价继续上涨，但涨幅环
比收窄，这也是地价涨幅在7个季
度后首次收窄。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研究报告
也显示，2014年一季度，全国300个
城市各类用地推出量同比下降
3 . 6%，成交量则同比下降12 . 8%，尤
其是3月份成交热度消减明显。

此外，3月份十家标杆房企在
全国40个主要城市的购地金额仅
为62 . 93亿元，为近19个月的最低
值。不过，分城市来看，今年一季
度，10家标杆房企在一线、二线、三
四线城市的购地金额占比分别为
62%、5%和33%。和去年下半年的占
比相比较，一线城市购地金额的占
比增加了24%，二线城市占比下滑
了28%，三四线城市占比则微增4%。
由此可见，标杆房企对一线城市的
后市仍持续看好，而近期诸如杭
州、常州、成都等城市降价风潮的
出现，使得开发商在二线城市购地
时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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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记者帮办》栏目旨在和
读者朋友一起解决关于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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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女士来电：自从
2013年公司只给班子成员和
高学历职工交住房公积金，

不给其他职工交，以前谁都
不给交。我们可以要求公司
补交以前的公积金和给我们
交以后的公积金吗？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单位应当按照《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为职
工及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如果发现自己的住房公
积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
及时到当地的公积金管理部
门进行举报投诉。市中心执
法科电话：6669260。

2、市民孙女士来电：我是
烟台牟平造锁厂的职工，我们
厂2002年倒闭。我2007年退休时
又补交了一部分钱才能办得退
休。我们厂之前给我们交过住
房公积金，我想提取这部分钱，
厂子倒闭了还能提取吗？请问
需要什么手续？

牟平区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井女士：牟平造锁厂的
住房公积金是历史遗留问
题。1996年房改时收了牟平造
锁厂的钱，当时的政策是不
交公积金就不能房改；这个
厂破产后迟迟没有提交给我
们职工明细表，这笔钱我们

也不知道该发给哪些职工，
这些钱至今挂在账上。我们
单位的执法科会处理此事。
该厂职工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咨询。地址是政府大街166号4

楼。电话：4227084。
3、市民宋女士来电：我们

家住在大海阳路72号市政养管
处北面的老楼房，雨天房子会
漏雨。我们想维修一下，但是前
段时间听说我们这一片区要开
隧道。请问我们居住的片区近
期是否会通知拆迁？

烟台市芝罘区规划局邹先
生：这一片区开隧道只是有意
向，但是设计方案未出。是设局
负责出设计方案，还没有收到
这一片区拆迁的具体时间。

4、市民张女士来电：我家
住在芝罘区幸福六村，也就
是现在的万泰花园北面。是
老楼房，之前说万泰花园改
造完后就改造我们这一片
区，可是至今没有拆迁，请问
何时改造我们这些老楼房？

烟台市芝罘区规划局邹
先生：这一片区的改造是他
们村里提报拆迁改造方案，
我们负责审批。幸福六村是

村里的土地他们村里自己掌
握拆迁时间。但是这块地将
来是规划的商住为主。

5、市民胡先生来电：我是
部队的转业干部，我的个人
名下没有住房，现仍租住航
院内，我的孩子即将升初中，
请问，该到哪个学校读书？

烟台市教育局：此种情
况的学生由芝罘区教体局统
一安排入学。

6、市民赵女士来电：当初
买房子时房产证写得孩子的名
字，孩子未成年，房款是我们付
的。现在想提取住房公积金，为
什么说不可以提取呢？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建金管[2005]5号文《关于住
房公积金管理若干问题的指导
意见》第八条规定：职工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未
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原则上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在购
建和大修住房一年内，可以凭
有效证明材料，一次或分次提
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存储余
额。按照此规定，购房仅可提取
购房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
金。

热点城市动态

这这些些年年我我们们都都在在追追的的学学区区房房
专刊记者 夏超

本期记者整理了港城一些热门学区房供购房者参考。

价格：均价5990元/平方
米

售楼地址：高新区农大
东路西侧 (高新区管委会西
侧南行500米)

三兴御海城项目附近
名校云集，烟台二中、省级
实验中学 (高新区中学 )、山
东省商务职业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烟台职业学院
齐聚周边，教育资源丰富，
学术氛围浓厚；项目依托
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越的
地理环境，打造烟台市唯
一一个全程高端品牌教育

地产。三兴御海城由烟台
旺埠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项目总占地面积3 7 0 6 5 8平
方米，建筑面积963317平方
米。项目由39栋高层、2栋24

层公寓组合而成。容积率
为 2 . 4 5，绿地率高达 4 0 %。
交通便利，17路、602路终点
站，62路于此经过。项目分
四期开发，目前一期已已
经交付使用。

价格：均价11000元/平
方米

售楼地址：金沟寨立交
桥南100米路东(胜利油田疗
养院对面)

鼎城国翠小区项目位于
烟台图书馆西，城市规划展
览馆南，距海边约300米，与
烟台一中近在咫尺(烟台一
中学区房)。项目占地面积为
1725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

万多平米，容积率4 . 22，绿地
率为 3 6 . 8 %。由英国 JAL&
PARTNERS\捷派联合(北
京)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规划。项目住宅共5栋
楼，可容纳300多户城市精英
家庭。鼎城国翠周边教育配
套完善，小学就在家门口：省
级重点中学烟台一中学区，5

分钟车程覆盖机关幼儿园、
爱特启迪天棋园、海航学院，
烟台一中、烟台二中东校，20

分钟到达烟台大学城，16年
优质教育全程陪伴。

价格：均价7600元/平方米
售楼地址：莱山区清泉路

烟台大学北门万象城展示中
心

万象城位于烟台市东部
新城市中心--莱山区核心
地段烟台大学埠岚商圈。万
象城总建筑面积为103 . 94万
平方米，是集高端住宅、大型
商业、城市公寓于一体的超
大规模城市综合体，并规划

有中学、小学、幼儿园、托老
所、多功能会所、社康中心、
物业中心、社区商业等完善
的生活配套设施。万象城项
目由商业和住宅两部分组
成。

价格：均价6700元/平米
售楼地址：高新区农业

大学西门南 (解马路和科技
大道交汇处南300米)

烟台二中高中部新校址
位于高新区解马路以西，成
龙线以南，杏山路以东。东海
岸·书香府第距烟台二中新
校区地址仅500米，是距离二
中最近的房地产项目。中国

农业大学、烟台职业学院、山
东商职、烟台大学、山东工商
学院、滨州医学院、莱山一中
等高校名校也汇聚于此，清
新的海风中浸染着厚重的文
风。

售楼地址：高新区区政
府西邻，烟大文经学院和莱
山一中之间

价格：均价7200元/平方
米

金海名园项目周边配套
齐全，坐拥佳世客、银座商城
等完善的大型商业中心。交
通十分便利，观海路、滨海
路、港城东大街、烟威高速立
体交通体系，覆盖了市区的
各个主要地段，多条公交线
路交汇于此，比邻烟台汽车
东站，同时，在建并于年内通

车的烟威青城际高铁途径于
此。项目靠海仅1 . 5公里，小
区为最佳的近海距离，步行
10分钟即可到达海边。

户型设计新颖，有85-
100平方米的经典二房、110-
12 5平方米舒适三居、还有
135-155平方米的豪华三室
景观房，可满足不同尊贵业
主的多种需求。

售楼地址：烟台市高新
区海兴路与创新路交汇处
(烟台二中新校区对面)

价格：待定
兴盛铭仕城位于烟台

市高新区规划产业园区核
心位置，海兴路与创新路
交汇处，紧邻烟台二中新
校区南侧。小区东入口有51

路、5 2路、17路公交及郭家
屯站点，10分钟直达市政府
及莱山佳世客商圈，20分钟
直达芝罘振华商圈，近享
繁华，坐拥高新区黄金海

岸无限升值前景。
项目配套：自身配备幼

儿园小学，紧邻烟台二中新
校，莱山一中，自身配备幼儿
园小学，12万平大型商业配
套，新107医院是山东省为数
不多的三级甲等医院之一、
高新区医院。

金海名园

祥隆·万象城

三兴御海城

东海岸·书香府第

兴盛名仕城

鼎城国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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