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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户型受

刚需购房族“宠爱”

时近年底，在相继出台的
利好政策和年末促销冲量活
动的双重刺激下，泰城楼市呈
现回暖态势。多家楼盘营销工
作人员表示，“刚需族”仍然是
今年泰城房地产市场上的主
力军，各楼盘户型也多以75-
14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

陈先生的女儿今年9月份
上小学，去年小半年来陈先生
和家人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三
居室小户型“学区房”，想为孩
子提前拿到一张名校“通行
证”，保证孩子的基础教育，经
过几个月奔波看房，陈先生一
家才顺利“置业”。“买房子主
要是考虑位置和周边教育资
源配套，还是为了让孩子能就
近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以前
住的两室虽然方便，但是父母
来了没地方，换个三居室，一
家人都住得舒服。”陈先生说。

一家楼盘置业顾问介绍，
除了像陈先生这样为了让孩

子读好学校而购买学区房的
购房者，购买婚房和养老房的
人也是刚需市场的主力军。

“这部分购房者的选择多以中
小户型为主，最多满足三代人
居住就够了。为了避免存量过
大，我们几个项目现在主推的
也都是85-130平方米的两居
和三居。”

市场更注重楼盘品质

虽然刚需市场仍是主力，
但是购房者都在令人眼花缭乱
营销广告之下变得更加理性和
冷静，“楼盘品质”也成为购房
者和开发商共同重视的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在市场形
势远远差于前几年的当下，泰
城楼市正在由卖方市场转向
买方市场，在这期间，能够在
平淡的市场下保持稳定的楼
盘，在地段、资源配套、户型、
质量、物业服务等方面均可圈
可点。

“房子对于一般人来说，
可以说是巨额消费品，时间长
可能住好几十年，时间短也要

一二十年，房子的质量是要首
先保证的。”和女朋友结束了5
年爱情长跑，计划今年结婚的
尹先生几乎把泰城价位、资源
配套相当的楼盘转了个遍，还
总结出了自己的看房经验。

“最好就是选择口碑好的开发
商，口碑是大家给的，大部分
人都认可这个开发商的时候，
开发的项目才更容易接受，而
且有口碑的楼盘在建筑质量、
户型结构、小区整体规划和管
理上问题也比较少。”

对此，业内人士也表示，
普通老百姓追求的住宅并不
是大面积和超豪华，而是更方
便、更舒适、更实用。“高端楼
盘将来拼的就是品质，楼盘周
边配套、学区、交通等方面会
越来越被购房者关注。”

去库存仍是今年主题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泰安
调查队了解到，目前泰城房源
相较以前有所增加。泰安天成
不动产投资有限公司杜金海
也表示：“目前泰安楼市房源

库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未来
几年内都消化不了这些库存，
泰安并不缺房子，而是缺真正
有品质的好房子。”

从各个楼盘从施工到预
售、开盘时间来看，不少开发
商的开发进度是很快的，尤其
是外来开发商进入泰安，抢滩
泰城市场之后，上半年拿地，
下半年销售的楼盘明显增加，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市
场的供应量，再加上正在销售
和即将入市的房源，整个市场
的供应量非常大，也进一步增
大各楼盘的销售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存量一直
居高不下，开发商又想要一个
更好的成交量，未来的时间里
楼盘之间的竞争肯定会趋于
白热化，去库存量也还是市场
主题。开发商想在持久战里得
利，还是应该注重产品，把更
多精力投放到户型设计、园林
规划等方面，把产品细节做好
做精，还要提升服务意识和质
量，提示项目的综合竞争力，
在大存量的现状下,制定最合
适的营销策略。

本报泰安 1月 7日讯 (记者
杨思华 ) 近日，到银行办理业务
的市民王先生看到银行贴出通
知：从元旦起执行新房贷利率。元
旦过后，泰安市各大银行房贷都
开始执行新利率，也就是说，房奴
们可以真切感受到降息带来的实
惠了。

长城路一银行工作人员说，
央行下调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
后，对有房贷的客户来说，每月都
能省下一部分钱。

“五年以上商业贷款利率从
原来的6 . 5 5%下调至6 . 1 5%，如
果贷款50万元，20年还清，采用等
额本息还款方式的话，调整前每
月还款额为3743元，调整后每月
还款额为3626元，每月可以少还
117元。”工作人员说。

“这样算一下，一年能省不少
钱。”王先生高兴地说。

利率下调后，公积金贷款利
率也下调了0 . 2 5%，去年以上贷
款从原来的4 . 5%下调至4 . 25%。
以贷款20万，20年期为例，按原公
积金贷款利率4 . 5%计算，每月需
等额还款1265 . 30元，按调整后公
积金4 . 2 5%计算，每月需等额还
款1 2 3 8 . 4 7元，相当于每月少还
26 . 83元。

此外，记者从部分银行了解
到，利率变化将会带来贷款月供
的重新计算，部分客户1月份月供
可能会高于全年其他月份。

东岳大街一银行工作人员介
绍，1月份月供高于其他月份的情
况，主要是因为银行采用分段计
息的方式所致。“如果客户还款日
为每月19日，今年1月19日还款时
包括两部分利息，其中2014年12
月 2 0日到 1 2月 3 1日以老利率计
算，今年1月1日到1月19日则按新
利率计算。这样算下来，一月份还
款额会稍高于其他月份，从2月份
开始，就是全部以新利率计算了。
贷款客户可以在1月份还款日前
多 存 入 一 些 资 金 ，避 免 还 款 逾
期。”

崭新的2015年来了，这一年，
很多人都开始拟定自己在今年
的新计划，关于工作、生活、爱
情……当然，所有的计划都无非
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新的一年，
有的人宣布独立了，想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有的人选择
在今年和心爱的人结婚了，要组
建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有的人喜
得贵子三代同堂了，需要给宝贝
换个大点的成长空间；有的人升
职加薪了，需要更高品质的物质
载体改善生活。但是，这些计划
里总是跟房子有关，他们都需一
套更适合自己的新房子！

新年买房，就选精装准现房，
即买即住，幸福生活一步到位。提
起精装准现房，位于万官大街的
恒大城一直是泰城业主们青睐的
对象。恒大城作为泰安首席双湖
御景豪邸，以满屋9A名牌精装、奢
阔湖景园林、高端生活配套引领
泰城品质生活潮流。2015到来之

际，恒大城臻美配套全新升级。项
目引进泰安市级规范化幼儿园、
九年制万官路学校建成并投入使
用、泰安一中择址新校区、万官路
双向八车道拓宽升级已通车、1 . 6

万㎡繁华商业街就在家门口……
便利醇熟大城生活已然开启，带
您“羊”帆启航幸福居！

满屋奢华精装
开启品质生活

恒大着力缔造舒适居住空
间，聘请上百名全国顶级装修设
计师反复推敲，制定了多达6000

多条的精品标准。在装修空间实
用、材料优质、视觉美观、人性细
节、使用耐久、施工工艺等角度，
造就出了恒大所独有美学空间
体系。全部采用全球统一采购、
全国统一配送的精品材料，携手
众多国际一线知名品牌，从源头
降低成本支出，让消费者的每一
分钱都花得物有所值，保证户型

设计和品牌的完美融合，避免反
复工程，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进
而让利于消费者，真正实现了

“为中国老百姓打造买得起的精
品住宅”的目标。

走进恒大城精装样板间，每
一个细节，每一道工艺，都闪耀
着精致的光芒。为了加大空间视
觉尺度，无论是吊顶、墙面装饰、
地脚造型还是镜面运用，都进行
了巧妙的设计和布局，不仅视觉
空间感加大，而且居住的舒适度
也显著提升。大量环保材 料的
应用，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为业主提供更健康、适用和高效
的使用空间……全方位打造国
际一体化精装住宅，引领全城时
尚精装生活，为更多追求高品质
的人献上精致生活。

双湖御景园林
开启诗意生活

世界级的美宅总是与湖相
生相伴，恒大城2万㎡欧陆皇家
园林、1万㎡超阔双湖水景，为泰
安开启浪漫水岸自然生活。泰安
恒大城承袭新古典主义建筑的
精髓，与社区湖景园林完美融
合。醇正的欧陆风情融合新古典
主义建筑群，打造凌立全城之上
的巅峰胜景；置身于园区中，四
处可见的喷泉水景，文艺气息浓
郁的造型，让人感受到中世纪欧
洲城堡的悠远历史，在潺潺的流
水声中品味欧陆御湖城的无尽
魅力。而百余种植物更是组成了
这美轮美奂的园林美景，仿佛置
身于风景如画的植物园之中。在
这里，园林将建筑包裹，房子宛
如直接种植在花园树林中，让一
切浑然天成；在这里，让你远离
世俗烦恼，感受绝版生态风光。

高端运动配套
尽享健康生活

在项目规划伊始，恒大城
早将目光聚焦于业主的健康生
活上，规划建设了齐全的运动
配套设施。恒大城重金打造5000

高端白金会所，集运动健身、
休闲娱乐于一体，2 4小时恒温
泳池、瑜伽馆、动感单车馆、台
球室等一应俱全，可满足广大
业主多种健身方式需求。规划
建设逾200平米充满自然负离子
的森林广场，是人们休闲放松
的好去处，漫步于此，嬉戏其
中，处处弥漫着健康幸福生活
的味道。

新年伊始，恒大城为您送豪
礼！54-170㎡全明湖景学区房，多
种户型，满足不同居住需求！首
付仅需2万起，即刻拎包入住，体
验一步到位好生活！114-139㎡经
典三居绝版钜惠不容错过，购房
还送1500元/㎡奢华精装，好房不
等人，赶紧行动吧！

新年开启新生活 “羊”帆启航幸福居

恒恒大大城城————高高性性价价比比宜宜居居社社区区

去年刚需族“挺起”泰城楼市，中小户型热销

今今年年楼楼市市““主主旋旋律律””仍仍是是去去库库存存

元旦起执行

房贷新利率

2014年楼市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回望这一年，不仅购房者对市场迷茫，不少开发商也对过
大的库存感到焦灼忐忑，就连各路房企领袖也对市场形势争论不休。2014年，对于泰安楼市来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从1到12月份市场表现来看，今年楼市在起伏中前进，整体表现还是有些偏冷，但市场主力，仍然是刚需购房者。

本报记者 杨思华

自拍是一种艺术，也是一
种态度。在这岁末年头，作为
青春乐活的有氧一族，自拍当
然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至
2014年12月31日，恒基置业策
划的“自拍门全城泄密”活动
圆满落下帷幕，为大家开启了
一场欢乐的自拍盛宴，让广大
的市民朋友在休闲中尽情享
受到了自拍的多彩和欢乐。

12月份起，恒基置业旗下
恒基·都市森林、恒基·东尚、恒
基·尚品三盘联动，在泰安市各
区候车厅投放20张优秀摄影作
品美图，参与者只需在各广告
牌的自拍区域内完成自拍并关
注恒基·都市森林微信公众号
并转发至微信朋友圈，集足20

张照片即可赢2000元现金大
奖，更有蒸锅、充电宝、骨瓷刀
具、精美台历等礼品全城大放
送，活动完美启幕。

活动开展以来，恒基置业
收到了来自全市各处的自拍
爱好者发来的照片，用自拍留
住了一个个最美丽、最帅气的
瞬间，更不乏有和恋人、亲人、
朋友的甜蜜合照，不同的地
点，相同的欢乐，汇聚成这个
冬天温暖的旋律。本次活动聚
集了百余人次的踊跃参加，
2000现金大奖以及不同的精
美奖品也已名花有主，与此同
时，恒基·都市森林的各张精
美实拍图也吸引了众多置业
者来电咨询，纷纷为这个品质

卓越的楼盘点赞。
作为本次活动举办方的

泰安本地品牌房企——— 恒基
置业，给泰城建造了诸多的经
典品质项目，“恒基”品牌十年
如一日，坚持打造让老百姓信

得过的高品质住宅。其重磅打
造的恒基·都市森林作为一个
让都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醉
美森林社区璀璨绽放，让幸福
眼见为实。欢迎广大置业者前
来品鉴！

恒恒基基置置业业““自自拍拍门门全全城城泄泄密密””欢欢乐乐落落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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