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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C20 今日烟台

万达广场

烟台万达广场项目位于西南
河路与建昌南街交会处，整个项
目由城市步行街、5A甲级写字楼、
精装SOHO、城市豪宅、国际购物
中心、超五星级酒店、城市广场等
组合业态构成，是集购物、餐饮、
文化、娱乐、休闲、商务、居住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

烟台万达广场规划了约24万
平方米的集中式大型商业中心，
其中涵盖了百货、IMAX影城、大
歌星KTV、大型超市、游乐场、餐
饮、家电卖场等多种商业元素。

中粮大悦城

烟台大悦城位于具有悠久历
史的烟台山脚下，是芝罘区的核
心区域，东至胜利路，西至海港
路，南至北马路。总用地面积约22

公顷。是烟台商业中心唯一的一
个临海地块，所在区域是包含商
务、商业、旅游等功能的综合功能
区。拥有五星级酒店、高级办公
楼、观海住宅和大型商业街，是集
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现代商
贸区。中粮大悦城目前已全部完
工。7月6日已正式开业。以ZARA、
H&M、海底捞、探奇乐园、华润万
家超市、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为代
表的三百余品牌商家入驻。

绿叶·五彩都会

绿叶·五彩都会作为市级重
点项目和莱山区五个社会事业重
点项目之一，总投资23 . 85亿元，项
目位于烟台市政治、文化中心
区——— 莱山区核心地段，与市政
府隔街相望，紧邻迎春大街市级
商业圈。选址港城东大街以南、金
滩东路以北、长宁路以东、长安路
以西。总用地面积21 . 84公顷，建筑
面积402350平方米。绿叶·五彩都
会由市民休闲广场、文化艺术中
心、市民活动中心、七千年发现之
旅、文化产业基地等功能区组成，
是一个集城市广场、商务办公、购
物、文化艺术、餐饮、休闲娱乐、旅
游观光、酒店等功能于一体的大
型文化商业综合项目。

宝龙城市广场

烟台宝龙城市广场由中国商
业地产领先品牌——— 宝龙地产倾
力打造，项目位于烟台莱山区，迎
春大街与金滩东路交会处东南
角。坐拥城心繁华地段，医疗、教
育、商业配套齐全，生活功能齐
备。距离烟台市政府仅百余米。

烟台宝龙城市广场总建筑面
积17 . 7万平方米，是集大型商业购
物中心与休闲零售商业街为一体
的时尚购物区 ,同时包含了4栋塔
楼，办公塔楼，SOHO塔楼和两栋
住宅楼的大型综合性商业综合
体。

星颐广场

烟台星颐广场位于经济开发
区商业核心区，占地面积7 . 9万平
方米，周边配套及设施非常成熟，
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东面紧
邻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府广
场，北面为城市主干道长江路，是
开发区核心重点推进项目。烟台
开发区是工业明星城区，人口31

万，潜在购买力强。项目功能业态
包括商业街区、住宅、办公、酒店、
SOHO。项目定位清晰，商业竞争
力表现优异，有效填补开发区商
业严重不足，打造龙头商业项目，
获得高投资回报率。

烟台万达广场40-70平方
米SOHO年底将交付，目前正
在热推中；绿叶·五彩都会的甲
壳虫精装公寓也即将开盘；位
于福山的烟台五洲国际商贸城
二期还在建，就销售火爆；位于
迎春大街商圈的宝龙城市广场
商铺共300多户，面积在20—

200平方米之间，目前也在认
筹……烟台的综合体越来越
多，各家的公寓、商铺、写字楼
等非住宅产品可谓是百花齐
放，打破了港城原本的住宅独
占市场的局面。

受市场预期及供求关系的
影响，今年以来，全国的住宅市

场都略显乏力，烟台也不例外，
住宅成交量在十月份回暖后，
又变得平淡起来。不少自住型
购房者都选择了观望。此时，相
较销量不断下滑的普通住宅，
商业地产扎堆入市，反而获得
了市场关注。

非住宅产品，带动了商业、

商务投资需求的释放。有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
为在住宅销售受阻的情况下，
不少开发商调整“产品线”，希
望“东方不亮西方亮”；另一方
面，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很多项
目确实逐渐成熟，公寓、社区商
铺等产品具备了入市条件。

商业地产纷纷亮相，手里
握有存款的老百姓也想从中掘
金。其实，商铺投资的风险要比
住宅大得多。以下特意整理几
个投资误区，供投资者参考，理
性投资。
一、过于相信开发商的实力

在房地产投资中，开发
商 的 实 力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但对于商铺来说，一个项
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关键
在于其位置、业态、定位以及
未来的商业潜力等，如果仅
着 眼 于 开 发 商 的 实 力 和 信
誉，是不恰当的。
二、售价高的项目回报也高

很多人认为售价高的项目
潜力也大，但商铺的价值是由
租金高低来决定的。有些售价
高的项目租金回报率并不高，
但有些售价不高的项目却反而
能获得较高的租金回报率。所
以，看一个商铺项目有没有潜
力，关键还要着眼于其日后的
租金回报。
三、过于相信稳定回报承诺

有些商铺在销售时便会
打出所谓稳定回报的招牌。
不少投资者都会认为买了这
样 的 商 铺 就 可 以 高 枕 无 忧
了，其实不然，因为再高的回
报率也是建立在良好经营基
础上的，如果商铺的运营没
能获得成功，承诺的东西只
能是一纸空文。
四、只要地段好就可以了

对于有些商业地产，地
段的确非常重要，但对于有
些大型超市和专业市场等情
况就不一样了，有些开在偏
远地区的大型市场生意也非
常红火，商铺的升值潜力同
样很大。所以对于商铺来说，
其实没有地段好坏之分，而
只有地理位置正确与否的区
别。
五、人流多的商铺就值得投资

很多投资者很注重商铺周
边的人流量，认为人流多的就
是旺铺。其实，虽然人流的多少
值得考虑，但关键还要看其中
属于该商铺的目标消费群占多

大的比例。有些商铺看上去热
热闹闹的，但真正做起生意来
却并不见得怎么有效，就是因
为人流的有效性不足。另外，人
流的多少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
化，现时的人流并不等于未来
的人气。
六、认定铺王靠近商场门口

很多人认为，一个卖场
中最靠近门口的位置是最好
的。但实际上，门口这个位置
有可能旺丁不旺财。因为每

个消费者走进一个大卖场，
一定会逛上一会儿才会买东
西，最先进入视线的铺位最
多只是个询价的地方，顾客
会一扫而过，再往里走，看上
几个铺位之后才购买，通常
不太可能回头到最靠近门口
的铺位买东西。门口位置可
以 作 为 大 品 牌 的 形 象 展 示
区，但如果要销售产品，选择
往里第七八个靠近走道的铺
位是最佳的。

近几年港城涌现的投资类
产品，大多主打灵活牌，从十几
平方米到数百平方米的面积，
给了不同层次购房者入市的机
会。一些购房者有投资意向，手
头有点闲钱，但资金并不是很
雄厚，这部分人便将注意力集
中在了小型产品上，其中，功能

多样的公寓尤其受追捧。现在
港城的公寓产品差不多都是精
装修，给购房者省去不少装修
的疲累与奔波，拎包入住，户型
紧凑，功能齐全，在小空间里也
不会觉得窘迫局促，还有一些
开发商给出了灵活的经营方
式，例如可替住户进行出租管

理，这样住户不用自己操心往
外租便能有一定收益。

市民胡女士最近正在到处
看公寓产品。她告诉记者，她有
朋友在几年前买了公寓，本来
想要自住，后来误打误撞变成
投资，赚了一笔。这让手里有点
积蓄的胡女士很眼馋。“今年住

宅市场不太好，而且住宅太大
了，投资太多，公寓就不一样
了，投资较小，有专门的人替你
打理，也不费劲。尤其是现在，
再买一套还不算二套房，能贷
款，‘以贷养租’很划算。正好万
达开业了，准备了解一下他家
的SOHO。”

宜居宜售小户型公寓受追捧

专业人士看好投资型地产

业内人士认为，公寓类产
品一般面积较小，比普通住宅
居住密度大，有较好的配套设
施和公共空间，适宜购房者自
住、出租、办公，总价较低，易出
售，因此客户群很大；商铺产品
也越来越多，依托大型综合体
的人气与地理位置，只要分析
好市场用心经营也是升值空间

很大。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形势
不太好，有中小户型非住宅产
品的项目日子会好过些。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有投资意向
的购房者开始寻找小型投资产
品，总价为20万元至50万元的
公寓、小商铺，60万元至80万元
的写字楼都较受欢迎。

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他

最近想投资一间商铺。“我觉得
市场低迷那么久，就算不是

‘底’也离‘底’不远了。想趁着
现在优惠幅度大，一些小户型
房源和商铺价格都不算太高，
出手抄底，不会亏。”

业内人士认为，临近年底，
各项目的促销手段渐趋丰富，
促销力度也在加大，购房者得

到的实惠比平时多。如果购房
者能慧眼选中好产品，可以考
虑入手。小型产品总价低，还款
压力小，必然受年轻人欢迎。随
着青烟威荣城铁的正式运营，
外地人来烟台投资的机会越来
越大，并且公寓、商铺类产品更
具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发展
趋势还是比较好的。

商商铺铺投投资资，，避避开开六六大大误误区区

专刊记者 刘杭慧

11月21日，烟台万达
广场在一片锣鼓喧天中盛
大开业，伴随着中粮、万
达、龙湖、华润、宝龙集团
等知名房企纷纷进驻，商
业地产在烟台遍地开花。
其实这些商业地产的进驻
给烟台市民带来的，不仅
是多了许多吃喝玩乐的去
处，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商
铺、公寓的投资新契机。

烟台万达广场开业，给
港城市民带来商铺、SOHO等
投资方向。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商业地产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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