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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9点，聊城银座商城再
添暖意。现场，总经理王崇禹带头，全
员自发为受灾员工王金娜进行捐款
救助，并及时将款项送至员工家中，
这是银座商城践行集团助人为乐、团
结友爱精神的新举措。

22日一早，天气微凉，但丝毫没
有阻挡聊城银座商城领导和员工们
的爱心与热情。商城门前人员集聚，
探寻发现，他们在等候为同事王金娜
捐款。山东银座集团聊城银座商城总
经理王崇禹带头，员工自发伸出援
手。

天有不测风云。10月2日，当多数
人沉浸于黄金周的旅游之乐、团聚之
美时，王金娜家中却突燃熊熊烈火，
大火无情，几个小时时间，房屋连同

屋内家俱、家电及商品全部化为灰
烬。虽未发生人员伤亡，但此房屋是
家人全部心血经营的超市，“现金、货
品、三四年的账单，都没了！”金娜不
由地哭出声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当金娜请
假时，同事们才得知这一情形，商场
管理人员及员工们自发为其购买家
电、日用品及生活用品等第一时间送
至王金娜家中，并安慰其父母。
22日，聊城银座商城特举办向受灾员
工王金娜捐款活动，总经理王崇禹带
头，全员自发捐款，并将所捐款项送
至金娜家中，一家人感动的热泪盈
眶。

聊城银座商城书记乔法松介绍，
此次王金娜家中遇灾，有员工捐出月

工资的大部分进行捐助，这与公司的
企业文化熏陶密不可分。集团一直践
行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在国家遇到
自然灾害时均组织爱心捐款；每年都
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帮助偶遇突
发事件、需要帮助的员工。

(文/片 王瑞超)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 聊城银座商城向受灾员工捐款

本报聊城10月22日讯 (记
者 张超) 眼下，“一城四区”
的全新城市格局已经成型，地
产格局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城
市圈际在不断外延，行业内

“六区”的纯新楼盘项目争相
开花。一大批设计新颖，规划
更趋合理的新品名盘争相入
市，为市民带去置业新风，也
在逐渐影响购房者的置业。

纵观整个水城楼市，南北
两相宜，东西相呼应的良好势
头为近年来的聊城地产市场
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氛围。本土
实力房企与国内知名一、二线
房企同台博弈的盛景让聊城
地产市场看点颇多。今起，本
报推出，聊城水城名优楼盘巡
礼系列报道，给您带来选房置
业详细解读。

在全新格局引领下，城区

外延不断延伸，崭新的待开发
片区将带给市民置业新风，养
老地产、旅游地产等多种类型
化地产项目相继破土问世，市
场更加细分。主流房企大手笔
储备土地和项目，入驻房企抢
滩优势地块，多点布局，与本
土房企分庭抗礼,“大城”时代
下的水城地产格局在悄然发
生着变化。

传统老区项目呈现代化
蜕变，引领城区楼市去化主流
方向，金字地块的“古城”片
区，今年大放异彩，多个湖居
低密度住宅悄然入市，诠释水
城高品质居住理念，开发区，
高新区入驻房企带来全新的
建筑和设计理念让聊城楼市
焕发别样生机，主打宜居，绿
色人文等理念的新盘聚集大
量人气，精装，学区等词汇也

让新盘赚足了噱头和人气。
同时，随着土地的出让摘

牌以及项目的相继动工，2014
年成为聊城南部大盘集中“破
土”的关键期，对于扩大城市
圈际，增加城区住宅市场房源
供应，改变城区现存房产市场
格局将有深远意义。

与其相呼应的北部片区
如 同 雨 后 春 笋 之 势 迅 速 入
市，大体量社区的入市加速
片区发展，使之成为一匹成
色十足的去化黑马。片区项
目的相继问世让北区作为一
个住宅区的板块更加鲜明，
吸引众多企业和个人前来投
资，增加区域知名度，增加就
业机会，提升区域竞争力，拉
动城市的经济发展。伴随着
阿 尔 卡 地 亚 小 区 的 成 熟 问
世，以此为基点辐射周边，西

南，东北等大体量楼盘也相
继问世，同时，以商业地产为
主打的多种类型化地产的火
爆入市也在此印证了北部片
区在城市区划中占据的独特
地位。

基于此，根据业内六区的
划分，本报特推出“水城名优
楼盘巡礼”系列报道，向市民
全方位解读各色名企名盘以
及所在区域的发展趋势，报
道涵房地产企业介绍，房源
户型推介，置业信息展示，企
业领导专访等相关信息，同
时又有区域发展趋势，相关
政策解析及同类房源对比等
板块，给您最为及时有效的
置业信息。

系列报道见报同期，本报
《聊城房产》APP，官方微信，网
站将同步直播。

“水城名优楼盘巡礼”系列报道即将启动，移动APP、微信同步直播

全全方方位位置置业业信信息息尽尽在在您您手手中中

截至目前，国内救市新政已
经出了三轮，记者梳理发现，分
别为“取消限购”、“房贷松绑”和

“购房补贴”，业内人士透露，这
些“政策组合”可能催生新一轮
购房季来临。

继住建部等发文松绑公积
金后，10月14日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人民银行等三部委再度
联手，要求各地要实现住房公积
金缴存异地互认和转移接续，推
进异地贷款业务，且强调缴满半
年即可贷款。

加上9月30日公布的信贷松
绑政策，以及各个商业银行对央
行银监会政策的落实，与地方政
府限购松绑以及契税减免、各地
自动调整的公积金首付款比例
等等，构成新一轮政策的主基
调。以房贷新政为主导的“二次
救市”热度未减，三部门又推出
公积金贷款新政，这被普遍认为
是“第三次救市”。

成交方面，从目前聊城房地
产市场表现来看，进入“银十”月
以来，包括荣盛·水岸花语、星
美·城市广场以及裕昌·大学城
在内的多个热销楼盘成交量持
续走俏，去化率基本在50%以上。

从优惠政策来看，近期开发
商针对国庆节期间的优惠普遍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收紧，10月16

日，荣盛·水岸花语项目针对部
分房源的85折优惠政策缩减为两
室房源全款88折优惠；同一天，星
美·城市广场项目在售住宅购房
优惠政策现，由原来的优惠300元
/平米调整为260元/平米，车位优
惠也由原来的每个1万元调整为
每个车位优惠5000元。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市
场环境逐渐好转，楼市政策力度
的不断深入，收回前期优惠措施
的楼盘也将不断增加，四季度开
发商推盘量也会相应扩大，同时
这也预示着新一轮购房热潮的
到来。

有专家表示，新一轮购房季
正在来临。不过首先还是去库存
的问题，否则，仅靠央行的政策，
短期内不会对房价有太大影响。
在房价全面上涨之前，就是抄底
的好时机，具体到各地，时间窗
口长短不一，因为各地的供求关
系存在差别。尤其是中央层面的
救市，其影响远远大于限购放
松，而且是与自住需求密切相关
的房贷政策，房贷是影响市场需
求最大的因素。 (张超)

三轮救市新政或

催生新一轮购房热潮

多多盘盘自自降降门门槛槛抢抢抓抓回回暖暖良良机机
上月底，央行信贷调控政策一出，各地首套房贷逐渐回归基准利率，在刚需市

场有所反弹的楼市行情之下，不少开发商紧抓刚需型购房者心理，自降门槛，吸引
刚需置业客户，城区多家楼盘打出“零首付、一成首付”等销售策略，通过低首付，
迅速圈定客户群，以抢占刚需市场，实现资金快速回笼。整体而言，聊城逾十家楼
盘推出首付分期、一成首付的大幅优惠政策，甚至部分楼盘项目车位也参与分期。

嘉明片区尚东·新城邦
项目入市以来即针对项目在
售小高层13层以上房源，推
出“青年置业计划，一成首
付”优惠。2013年10月荣盛·
水岸花语项目针对两室房
源，打出“筑家计划·一成首
付”，目前项目一成首付活动
仍在继续。同期11月恒大名
都项目打出“首付3 . 5万，并
送1500元/平米精装修”，首
付款的“战线”从签合同当天
延长为三年，且购房者不用
支付任何借款利息。2014年5
月锦绣家园“一成首付，4万
置业学区”；8月中旬星光·城
市广场针对项目8套准现房
推出“零首付，4 万元入住
CBD”活动；10月新入市的星
光·水晶丽城、星美·城市广
场两大纯新楼盘项目亦纷纷
推出“一成首付”，星光·水晶
丽城打出“首付一成，4 . 5万
抢占城市新中心”的活动宣
传主题，截至目前，星光旗下
聊城市区楼盘项目除了高端
项目星光·中央丽都之外，都
已经执行了首付分期优惠政
策；另外，荣盛旗下楼盘项目
也是首付分期的主力，热销

的荣盛·水岸花语和已经清
盘阶段的荣盛·阳光逸墅都
可以首付分期，另外，阿尔卡
迪亚的商业和地下车位也可
以首付分期。

继一成首付、零首付之
后，水城楼市首付门槛一降
再降，当代·国际广场项目近
日推出“首付1万起，住国际
潮流社区，中免费车位”活
动，超低首付1万起，打破聊
城低首付刚需购房者入市底
线。对于一些刚就业的刚需
族和一部分想买房还想留一
部分资金创业的年轻人而
言，低价入市的策略比较通
用，本次活动最吸引购房者
的应该是项目打出了首付1
万元起的巨大诱惑。

然纵观围绕“低首付”做
文章的楼盘项目，除恒大名
都等项目外，其余项目产品
属性、整体定位基本一致，项
目产品营销重点主要面向水
城优质刚需及首次置业的中
小户型刚需产品。刚需型客
户资金实力较弱，首付分期
对于许多刚需型购房者来
说，低首付降低了购房门槛，
却也拉长了付款周期。

从眼下楼市各色巨幅让利
的政策来看虽然低首付购房者
的门槛降低，一时之间缓解了
购房者的压力，但是购房者买房
还是要保持理性。开发商采用首
付分期的方式，透支了部分消费
群体的购房需求，首付分期多捆
绑着苛刻的优惠政策，从资金上
面来看暂时缓解了，但是从价格
上面来看，多数执行首付分期的
楼盘项目首付分期购房优惠政
策面相对较窄。

首付分期虽然使首付战线拉

长了，但是在首付分期尚未偿还
完的时期内，面临筹首付款加还
月供的双重资金压力，作为年轻
一族的购房者是否有足够的心理
准备。同时，对于开发商而言如果
首付分期大规模的推开或盲目效
仿的话也增加一定风险。

目前，在聊城开展个人住
房按揭贷款的银行来看，对待
开发商垫首付问题的态度不温
不火，因此，在多重政策引导
下，市民选房置业仍需一份冷
静与理智。

记者手记>> 适时置业更需理性思考

市场反馈>> 一成首付满足更多置业市民

金柱和佑千岛山庄试营业吸引大批市民前往。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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