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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9月17日讯(记者
张超 ) 本报《聊城房产》移

动APP在紧锣密鼓精心筹划
后，正式上线，将与广大市民
见面。届时，聊城各房产商及
广大市民都可通过APP二维码
进行扫描在线预览。市民朋友
们再也不用为了买房而四处
奔波，您只要手持一份齐鲁晚
报，扫描我们的APP二维码，聊
城所有房产信息尽在您的手
中。

《聊城房产》移动APP是一
款由齐鲁晚报打造的包含了
聊城房产信息以及最新资讯
和新闻的客户端，立足聊城房
产市场长期发展精准把握市
场定制的掌上房产信息平台，
是惟一获得中国信息化促进
联盟移动互联网专业委员会
授权(获得移动APP所有权证)
的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移动

APP产品。
《聊城房产》移动APP是聊

城房地产商家推介产品、发布
行业信息、了解行业动态的最
佳平台，是帮助广大房产消费
者通过移动网络方便快捷全
面了解聊城房产市场信息的
最佳渠道。它与齐鲁晚报《聊
城房产》专刊形成互动和链
接，为本报房产客户打造容量
巨大的线上推介平台，并将借
助齐鲁晚报平面媒体、网络媒
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作为推
介平台,产品二维码便于下载，
同时安卓、91软件市场可免费
安装，会迅速形成巨大的受众
群体。

网站首页设置“新盘推
荐”“二手房”“写字楼”“厂房
商铺”“企业会员”“行业新闻”

“供求商机”等几大项目，每个
项目下设各个客户、楼盘的子
系统，都有海量客户资料、楼
盘信息和行业新闻，各项目又
有各区县的区域划分。

届时，各大房企均可通过
《聊城房产》移动APP将项目
简介，户型介绍、工程进展，
优惠讯息等内容第一时间及
时传递给市民，而广大市民
通过手机即可随时随地掌握
到最新鲜、最权威的置业讯
息。

手机扫一扫，置业信息尽在掌握

本本报报《《聊聊城城房房产产》》移移动动AAPPPP正正式式上上线线

本报聊城9月17日讯(记者
张超 ) 进入楼市传统的营

销旺季，开发商推盘积极性显
著增加，据了解，未来两周内将
有多盘集中入市抢客，其中刚
需房源占据相当比重，有望为
持续“低调”的聊城楼市注入一
股暖流。

受上半年市场行情的影
响，前期刚需住宅市场的需求
囤积蓄力，同时加之连续数月
的预热，本周末将有五楼盘集
中推出新房源，成为进入“金
九”季的第一个小高峰，同时也
是截至目前今年聊城楼市推盘
量的一个高峰，新入市房源达
1500余套，基本上相当于5-8
月上市量的总和。

据了解，在推新品房源的
多盘中，荣盛·水岸花语、裕昌·
大学城、锦绣家园为当日开盘；
阿尔卡迪亚北区、海源丽都两
纯新楼盘认筹。从推盘量上来
看，老楼盘依照推盘节奏小规
模加推，新楼盘首批房源上市
量也不大，试水市场意图明显。

从所推房源户型上来看，户型
面积从77--120㎡不等，以100
㎡左右的小户型为主，主要面
向首次置业者。

从各版块楼盘项目进展上
来看，现阶段具有推盘潜力的
楼盘主要集中在市区，本次集
中入市的多大楼盘基本上处于
次城市中心的位置。具体来看，
市区北部片区的纯新楼盘锦绣
家园、阿尔卡迪亚北区、海源丽
都工期相对较快；荣盛·水岸花
语进度快的已开始做外立面。
开发区片区中，9月初，当代
mini公寓认筹；纯新楼盘时代
中通·首府则因受工期进展缓
慢的影响，推盘时间一直延后，
目前项目计划9月底10月初开
盘销售。高新区中，除裕昌·大
学城进展迅速外，金柱·大学城
东苑也已全面开工，项目上月
推出14#楼，但房源走量十分
迟缓。纯新楼盘卓亚·九州花
园、华建1街区则刚开始动工，
尚未有入市计划。度假区，恒大
名都8月初低调推出21#楼124

套小户型，项目目前除前期已
开盘的4#、7#、8#、11#、12#、
21#楼外，3#、17#也处于施工
期，目前暂未有推盘计划。

另据了解，高端住宅东昌
府院二期认筹一直进行中，推
出时间尚未确定；纯新楼盘盛
世天湖则把推盘节点初步暂定
在10月下旬。

价格方面，集中入市的
1500余套新品房源定位中端，
主要面向首次置业者和首次改
善性购房者。老楼盘荣盛·水岸
花语本次推出的7#楼实际成交
均价5200元/㎡，在优惠方面，
项目加大优惠力度：预选期间
交6万，三室房源优惠150元/㎡
按揭再打95折全款93折；两室
房源优惠150元/㎡按揭再打92
折全款9折；预选期间交4万优
惠100元/㎡，折扣优惠与交6万
的一致。裕昌·大学城3#楼均价
4760元/㎡，与之前开盘房源均
价相差不大。两个老楼盘项目
在优惠方面，与前期推新品房
源的优惠一致，并没大幅推新

优惠。纯新楼盘锦绣家园前期
认筹优惠交3万优惠100元/㎡、
交5万优惠160元/㎡已截止。开
盘期间推出96折优惠，并赠送
4000元家电大礼包；另推出10
套特价房，优惠力度加大。海源
丽都均价约5200-5300元/㎡，
认筹交5万抵6万；阿尔卡迪亚
北区价格虽未对外公布，但优
惠与荣盛一直执行的交4万优
惠100元/㎡、交6万优惠150元/
㎡的预选优惠相比，门槛再度
降低。纯新楼盘不仅在定价上
务实，优惠力度也是有增无减。

进入金九银十，中等价位
的楼盘率先发力，本周末集中
入市1500余套新品房源。面对
传统销售旺季，不仅仅中等价
位楼盘推盘积极性增加，后期
中低价位及一些高价位楼盘也
将继续跟进。锦绣·滨河御府、
宏运·莲湖花园、星光·水晶丽
城、星光·中央丽都、中巨·一品
家苑等均有入市计划，届时市
场供应充分，购房者选择面大，
楼市将迎来空前供应高峰。

千套房源入市掀“金九”入市潮

刚刚需需唱唱主主角角，，多多幅幅让让利利忙忙走走量量

据悉，国家统计局日前最新
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64987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8 . 3%；销售面积与销售金额的
降幅比1月份-7月份均扩大了0 . 7
个百分点。而在步入9月已半月，
传统的“金九”也没有如期到来。
尽管部分区域的房地产政策进行
了调整，但从整体而言，楼市依旧
不容乐观。

9月15日，财政部公布数据，
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于房地产
行业的部分税收在下滑，其中，8
月 的 房 地 产 营 业 税 同 比 下 降
7 . 4%，建筑业营业税下降0 . 4%。
房地产企业所得税下降5 . 1%。

除此之外，属于房地产税种
的还包括建筑业企业所得税下降
1 . 7%。契税下降1 . 5%，城镇土地
使用税下降17 . 8%。

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已经是金
九过半，目前楼市未见有比较大的
增幅，可能下半年楼市总体会比上
半年好一点，但是开发商和地方政
府希望在金九银十上楼市有比较
大的起色还是有难度的。

前八个月，在销售数据全面下
滑的情况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的增速继续回落。国家统计局最新
数据显示，前八月，房地产58975亿
元的开发投资金额，虽然同比增长
13 .2%，但增速比1月份-7月份回落
0 . 5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已经连续
第七个月放缓。而这也显示出房企
资金方面的持续紧张。一些地产商
纷纷表示要多卖房，少买地，加速
现金流转，防患于未然。

据了解，包括万科、恒大等在
内的20家标杆房企购置土地单月
额度连续多月锐减，尤其是8月
份，20家标杆房企的拿地金额仅
99亿元，创下年内新低。

这使得整体的财政收入也受
到影响。财政部的数据显示，8月房
地产税收不景气，也影响到全国
财政的收入。9月15日，财政部公布
8月份财政收支数据。8月份全国财
政收入9109亿元，同比增长6 . 1%，
仍处于增速下行的通道中。

在此前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
上的数据显示，1-7月，房地产业
相关税收亦在明显回落，其中，房
地产企业所得税增长5 . 8%，同比
回落21 . 6个百分点；房地产营业
税增长6 . 4%，回落36 . 6个百分
点；契税增长10 . 5%，回落29 . 7个
百分点。

在地方，房地产税收也在不
停往下走，例如浙江在7月底，财
政厅给浙江省人大的一份报告显
示，上半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下降22 . 6%，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7 . 5%。反应到税收上，上半年房
地产税收收入出现负增长，明显
低 于 前 两 年 的 涨 幅 2 4 . 3 % 、
27 . 0%。 (宗禾)

“金九”过半

全国楼市依旧显平淡

APP界面实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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