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龙龙··玺玺园园，，耀耀世世开开盘盘
开盘当日劲销92%，轰动全城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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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宋女士来电：
我买的大东夼和通世路交
会处，润鼎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润鼎家园3号楼1单
元的房子，我们 2 0 1 2年交
的房款，购房合同上写的
2 0 1 3 年 1 2 月 3 0 日之前交
房。可是至今开发商都未
交房，去售楼处找工作人
员，他们也不能给出明确
的答复。能否帮忙问一下
到底何时能够交房？

润鼎家园售楼处工作
人员刘女士：我们领导不
在，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
题，你如果想知道就亲自来
售楼处吧。

2、市民王先生来电：我
现在住在白石路白石村街
7—1号，这是单位早年分的
房子，但是我所在的单位烟
台毛纺厂，在 2 0 0 8年倒闭
了，分的房子也随之变成了
公管房。2005年通伸房管处
工作人员问我是否要把房
子买下。我 2 0 0 6年提出申
请，但是提交申请后一直未
得到答复。我想问一下我现
在住的房子还能参与房改
吗？

烟台通伸房管处工作
人员左先生：我们当初的确
收到他们的房改申请，可是
他们提交了申请后没多久，
房改政策就停止了，所以这
位职工的房改申请就没有
通过。现在直管公房全部改
为政府租屋并按物价局的
标准收取租金。

3、市民孙先生来电：我
们家2008年买了锦绣新城
三期 1 4号楼 1 4 6单元的房
子。该小区位于化工路，是
烟台市的经济适用房。房产
证已经办下来了，可是至今
土地证一直未办下来，能否
帮忙问一下何时给我们办
土地证？

烟台宏丰置业有限公
司李女士：土地证肯定能
给业主办理下来，现在正
在给二期的业主办理。一
期一期排着来，办完二期
我们会紧接着给三期业主
办理。

4、市民李先生来电：我
们假期自驾游，走的是莱山

收费站，可是到了之后才发
现已经封闭了，请问莱山收
费站是撤销还是临时关闭？

烟台市公路局：因青荣
城际铁路桥墩施工和莱山
互通立交匝道改建，需对莱
山收费站、匝道进行封闭。
封闭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
至10月31日。

5、市民胡先生来电：我
家现在住的片区位于长安
路附近，现在长安路延伸的
双河东路的道路地下管道
都已经铺设完毕了，这边之
前说的2013年“十一”修好，
可是后来停工了，现在又开
始修路，给我们生活出行带
来很多不便，请问到底什么
时间能修好通车？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因为部分路段征收问
题未达成一致，导致前阶段
停工，目前有的路段征收完
成，征收完成部分开始施
工。现在边征收边施工，如
果征收完成，年底前即可竣
工。

玺园耀世开盘

热销轰动全城

早上不到8点，宝龙·海
上仙街售楼处就已人潮涌
动，众多宝龙准业主摩拳擦
掌，准备第一时间抢到自己
心仪的玺园美宅。9点整，开
盘活动在礼炮声中正式开
始，近 5 0 0名来宾被精心准
备的节目深深吸引，现场充
满了欢声笑语。而此时的选
房区内更是一路飘红，项目
首推的 6栋楼在短短 1个小
时内即销售近半，全天更是
劲销92%，基本售罄，房源则
继续加推。活动最后，开盘
钜惠“ 2 0万元购房款”被蓬
莱海梦苑的李女士幸运中
得！

前城后海 坐拥繁华

玺园，宝龙地产倾情力

作，驻足仙境蓬莱核心繁华
地段——— 老山汽改原址，位
于蓬莱阁东，一线临海，距离
市政府仅百米，毗邻蓬莱核
心商业圈，坐拥蓬莱功能、配
套最齐全的首席城市综合
体——— 宝龙·海上仙街。海上
仙街集购物、餐饮、文化、娱
乐、休闲、商务、居住等多功
能于一体，极大方便了玺园
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提高了

居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如此，
蓬莱阁、三仙山、八仙渡等著
名国家5A级旅游景点也环绕
其周边，海陆相拥，景色迷
人。

城市中心 领航蓬莱

城市中心，不仅仅是城
市人潮最为聚集的地方，更
是一座城市多年来历史文化

的积淀区，代表着一个城市
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玺园
美宅便位于蓬莱中心，领航
蓬莱绝版居住区。住在玺园，
每天可以感受大海的气息，
尽享仙街的繁华便利。

宝龙·玺园，75—232平方
米稀缺电梯多层，倾城热销
正在进行中，稀缺房源，读秒
递 减 ，抢 购 热 线 ：0 5 3 5 -
8773388。

万万人人登登山山享享健健康康
“万科御龙山杯”万人登山暨烟台市第九届登山节圆满落幕

如果说这个初夏有什么
最聚焦市民眼光，相信不少
人会提到万科御龙山举办的
万人登山大赛。5月31日，烟
台各大媒体、市登山运动协
会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

御龙山，共同参与了这一盛
典。

期待已久 盛况空前

据了解，本次万科御龙

山与城市同行活动是由烟
台市体育总会主办，烟台市
登山运动协会和万科御龙
山项目承办的。5月 1日，万
科御龙山与城市同行———

“万科御龙山杯”万人登山
暨烟台市第九届登山节活
动举行了盛大的启动仪式。
在这一个月里，万人登山活
动引来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踊跃报名。

万人登山 欢乐开启

活动现场，烟台万科总
经理林瞳、烟台市登山协会
副会长李贤书依次上台为此
次活动致辞，宣布活动正式
启幕，并希望通过大家的共
同努力，为烟台呈现一场积

极向上、健康丰富的运动盛
会。伴随着绚丽的彩烟和热
闹的锣鼓声，上午八点半，万
余名登山人员正式启程，登
顶凤凰山。登山途中，项目方
还细心周到地设立了饮水医
疗点，为大家提供后勤保障，
沿途还有cosplay给大家带来
惊喜。

万科御龙山项目115—
180平方米新品荣耀升级，三
山一湖景观、高端项目品牌、
舒适居家户型、精工装修成
品、优质生活配套、尊贵物业
服务，六项升级，只待君来。

VIP专线：6718888，400
030 1616。

接待中心地址：莱山区
联通公司南150米西转，沿竹
林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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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龙·玺园项目开盘活动现场。

万科御龙山登山节现场热闹非凡。

2014年5月31日，宝龙·
玺园在千呼万唤中终于揭开
神秘面纱，倾城公开。开盘当
天，首次面市的玺园珍贵席
位备受追捧，强力热销92%，
轰动全城。

话题一

5月全国百城新建住宅

均价10978元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房地
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
2014年5月，全国100个城市(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978元/

平方米，环比上月下跌0 . 32%，
是2012年6月以来连续环比上
涨23个月后首次环比下跌。

@酷眼帅龙：该降点了。
@午夜梦回23：就现在的

房费，打工一族一辈子不吃不
喝亦买不起！

话题二

高房价是引发

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里必须要纠正一个误
区：并不是房价下跌引发金融
危机，而恰恰是持续的高房价
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
机。因为高房价带来的暴利，
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房地产
行业，这阻碍了其他产业的发
展和创造就业岗位，严重制约
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论及
中国楼市是否会崩盘，答案是
否定的！

@phoenix_heliopolis：既然
是因为高房价引发金融危机，
为什么不会崩盘？

话题三

今年房价调控无目标

限购政策淡出市场

据一位住建系统人士透
露，限购政策是阶段性政策，
淡出市场是方向，建立起成熟
稳定的市场规则才是新一届
政府更侧重的工作，“如果住
房信息联网了，不动产登记
了，房地产税制度完善了，那
时自然不需要限购了。”

@BLQ期待：不想办法发
展别的经济增长领域，整天就
盯着房子，房地产能立国吗？

@Taruszy：感觉有点儿
戏。

话题四

中国房地产的

“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与过去不同，降价不会解
决所有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对
一些高端住房销售没有帮助。
万科侧重自住型购房者，而非
投资者开发住宅，是因为中国
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结
束，中国市场仍足够大，公司
接下来10年将继续以住宅为
其主要业务。

@华西_Hallie：游戏进入下
半场。

@佛手瓜1984：搞定刚需
才能刺穿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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