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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城丽景位于鲁西南家居1号
店——— 济宁红星美凯龙东邻，在寸
土寸金之地打造引领济宁人居的低
密度城市精英住区。

2015年1月17日在众多准业主
的期待中，康城丽景迎来了盛大认
筹，更有1万抵3万的钜惠活动，认
筹现场人气火爆，再现通宵排队盛
况。

认筹仪式定于1月17日举行，
但大批客户16日下午就已经按耐不
住购房的热情，晚上6点多，客户
们便主动有秩序的排起了长队。1

月17日上午7点钟，认筹活动正式
开始，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也无法
消减购房客户高涨的热情。认筹现

场，几百名购房客户把销售中心围
得水泄不通，销售中心内人头攒
动，看房者络绎不绝，场面异常火
爆！

认筹当天，康城丽景携手济宁
交通广播举办“幸运闪大灯”活
动，主持人小虎和雪瑶亲临现场幸
运连环送，惊喜连连的抽奖环节，
小提前演奏、歌舞、魔术表演，精
彩的表演不时博得客户阵阵喝彩
声，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海洋。

我们现场询问了几位客户是什
么样的吸引力，让他们通宵排队认
筹？客户都说：“这里不仅地段
好，位置好，生活配套也非常齐
全，学校、商场、公园就在家门

口，房子配套标准高，小区环境优
美，户型合理，生活质量也有所保
障，未来还有巨大的升值潜力。这
就是我们老百姓想要的房子啊！”

我们不禁想当下的济宁房地产
市场，为何康城丽景却能如此火爆
认筹？因为这正是济宁欧凯龙置业
建造了满足业主需求的好房子！

截至17日上午12时已认筹300

余组，康城丽景这次的火爆认筹必
将领跑2015年济宁房地产市场！

康城丽景由济宁欧凯龙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整体规划秉持生态
化、人性化的健康生活理念，超低
建筑密度和50%超高绿化率，春夏
秋冬四季景观，实现户户有景，窗

窗见绿；墅质标准的地下停车位配
比，全面实现人车分流，五星级标

准精装双大堂，追求居住的舒适
度，提高生活品质。（马敏）

康康城城丽丽景景11月月1177日日火火爆爆认认筹筹 重重现现通通宵宵排排队队场场面面

本报记者 齐兴

还有一个月就到春节了，济宁
的楼市已经进入传统的销售淡季，
不仅在周末的营销活动减少了许
多，新推出的楼盘由12月份的8个缩
减为2个，各个开发商积蓄力量，准
备迎接春节之后的购房小高峰。

各大房企纷纷看好
“春节”销售小高峰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房子就不
好卖，即便是在楼市火热的2009年、
2010年情况也是如此。”位于济安桥
路的凤凰城的营销经理告诉记者，

“照往年的情况，淡季的趋势还会持
续一个月的时候，到了春节这个节
点，大年三十甚至是初一都会有来
看房子的客户，销售量会有很大的
提升。”基于这样的销售考虑，这家

楼盘目前收紧了宣传，准备在春节
前后抓住机会加紧推广。

根据济宁搜房网关于各大楼盘
的营销活动统计，步入淡季一月济
宁各大楼盘纷纷“收手”，不再大力
度推广，主题营销活动也有所减少，
楼市进入了不温不火的状态。与开
年济宁楼盘举行大量营销活动相
比，最近济宁的周末似乎有点冷清，
并且近期城区楼盘营销活动多为投
入成本较小的主题活动，像是周末
美食品鉴会、“最美全家福”活动、大
胃王PK赛这样规模较小的主题活
动成为近期主流。

“近两个月市场表现处于平淡
期，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楼市淡季，开
发商推盘量小；另一方面，这一阶段
也是各大房企进入筹备酝酿“春节”
销售小高峰的准备期。”一位业内人
士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

中，或将迎来2015年度楼市首个小
高峰。”

房价连跌7个月
跌幅终于收窄

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
1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
根据公布的数据，12月份济宁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仅包括城区，不包括县
市区)环比11月下跌0 . 3%，同比2013年
11月下跌3 . 6%，二手住宅价格环比11

月下跌0 . 3%，同比2013年12月下跌
4 . 5%。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14年的全
年的统计数据，济宁1、2月分别下跌
0 . 1%，3、4月出现持平状态，5月微涨，6

月、7月均下跌0 . 4%，8、9月下跌0 . 9%，
10月下跌0 . 5%，11月下跌0 . 4%。济宁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已经连跌7个月，到
了年末，房价的跌幅终于收窄。

“在2014年下半年出台的很多政

策，很有效刺激了市场。就我们楼盘
来看，想买房子的客户的购房意向非
常强，打八九分钟的电话咨询，问得
非常详细。”凤凰城的营销经理讲诉

政策带来的影响。楼市些许的回暖迹
象受益于第四季度楼市限购松绑、银
行信贷松绑等众多提振政策，更是房
地产企业去库存策略的结果。

新新年年伊伊始始
济济宁宁楼楼市市不不温温不不火火

“受前期信贷政策调整、央行
降息、年底开发商为消化库存加大
推盘力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去年12

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增长近
9%，再创年内新高，房价环比降
幅也继续收窄。”在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看来，12月
70个大中城市楼市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房价环比降幅继续收窄，一线城
市成交活跃。

与11月相比，12月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综合平均降幅分
别为0 . 2%和0 . 3%，均比11月份收窄
0 . 2个百分点；降幅比上月收窄的
城市分别有48个和36个，占比都超
过了一半；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
1个和8个，分别比11月份增加了1

个和2个。“12月，房企的推盘促
销心态依然不减，供应量依然处于
高峰。”链家地产研究部张旭分
析，年末房企为完成年度销售任

务，以价换量还是主要策略，市场
的整体走势以平稳为主。“高库存
下房企不具备调高售价的动力。”

不过，楼市分化依然明显。同
一城市不同楼盘冷热不均。以北京
为例，12月，低端楼盘，特别是均
价低于2万元/平方米的楼盘，成交
量明显增加，约占纯商品住宅成交
的一半；而5万元以上的高端市场
依然差强人意。

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也冷热不
均。12月，一线城市房价整体平均
上涨，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
格环比平均涨幅分别为 0 . 1 %和
0 . 4%。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成交套数环比增长均在15%以上，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二、三线
城市房价仍然下降，只是降幅缓慢
收窄。

纵观2014年，楼市调整幅度

之大远超年初市场预期。去年 1

月，楼市还处于高烧状态；3月华
东地区打响了降价第一枪；7月全
国楼市进入房价环比下降通道；9

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均已低于去
年同期；12月，杭州、宁波、海
口、温州、金华五城市房价已低
于2010年价格，市场调整之深可
见一斑。

“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首
次出现了非政策因素导致的市场下
行，本轮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也
基本宣告了房地产过去黄金十年的
结束。”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说。

去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回
落明显，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也成
为去年宏观经济增速换挡回落的重
要原因。随着住房投资投机全面退
潮，商品住宅供应首现过剩。城市
间市场分化加剧，一线城市回落幅
度最大，土地市场整体下行，区域
差异愈加显著。

张大伟认为，由于2013年楼
市暴涨透支了需求购买力，而近
些年来部分城市房地产过度开发
又导致供应量持续增长，这就导
致楼市整体告别绝对短缺，不再

可能重现过去十几年“供不应
求、单边上涨”的高增长局面。
“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房地产
市场也有望回归理性。预计2015

年，大部分房企的经营策略将依
然以平稳去库存为主，价格调整
到今年一季度才有望出现明显企
稳。”

“进入2015年，房地产市场将
延续当前宽松的政策环境，市场预
期将继续好转。”张旭认为，随着
市场成交量的继续攀升，新房价格
优惠的力度将明显减弱，而二手房
业主降价的动力也将不足，预计
2015年一季度价格下降城市数量有
望继续减少，部分率先好转城市价
格甚至出现回升。

市场乐观情绪与年初火爆的一
线土地市场有关。中原地产市场研
究部统计数据显示：

1月上旬，一线城市成交土地
合计14宗，楼面价及溢价率均创
2014年来的新高，延续了去年11月
以来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急速
升温的趋势。其中5宗住宅用地成
交的楼面价达到了17353元/平方
米，已接近市场在售楼盘价格，
这也强化了一线楼市已筑底企稳
的市场预期。

不过，与市场积极派相比，
也有不少研究机构认为楼市调整
持续的时间将超预期，或将持续
全年。社科院发布的《住房绿皮
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 ( 2 0 1 4—
2 0 1 5 )》预测，由于库存规模较
大，市场预期难以较大改观，今
年我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将继续
下滑，三、四线城市房价将稳中
有降，但房价以软着陆为主，不
会出现整体崩盘，一线城市住房
市场预计2015年下半年复苏。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楼市格
局将建立在直接干预楼市的行政调
控手段逐步退出市场的基础上。除
一线城市及三亚外，全国楼市近10

年来首次出现依靠市场自行调节的
局面。

去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齐骥曾明确表示，除了几个特
大城市，由于人口规模控制问题没
有放开之外，大多数城市已经把几
年前推出的限购措施进行了调整。
取消限购、限贷等楼市去除行政化
的政策并非救市，而是借市场调整
的窗口期，把一些行政色彩比较浓
的干预措施尽可能剔除。

“未来中国住房政策的取向应
是通过弱化行政管控，使市场机制
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通过深化市场
改革，最大限度地改善居民实际住
房条件。楼市政策目标将是建立自
住为主、适度投资、市场调节、政
府监控的市场架构。”社科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室主
任倪鹏飞认为，行政管控过多扭曲
了市场信号，造成开发商和购房者
对房价的非理性预期，助长了市场
短期波动，降低了市场供给效率。

“未来地方政府将会从越位到
退位，从错位到归位，从缺位到补
位，立足于市场规律办事。以前的
人为造城行为将大大减少或不复存
在。”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蔡书凯
分析，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利益相
关者的角色会进一步淡化。(宗合)

2014年末楼市成交量再创新高

楼楼市市翘翘尾尾意意味味什什么么
去年下半年，各地楼市限购继续松绑，信贷政策持续松动，房企为消化库存普遍以价换量。以上因

素共同推动12月楼市回暖，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降幅继续收窄，新建商品房成交量再创新高，一线城
市“量价齐升”。

年末翘尾因素会不会带动今年楼市继续反弹，成为焦点。专家预测，进入2015年，房地产市场将延
续当前宽松的政策环境，市场预期将继续好转，一季度价格下降城市数量或继续减少。而楼市调控将进
一步弱化行政管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最大限度地改善居民实际住房条件。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情况显示，去年12月，房价环比总体降幅
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再创年内新高，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量与价格全面回升。

2014年，随着住房投资投机全面退潮，商品住宅首次进入过剩局面，大中城市房价由全线上涨到普
遍下跌。那么，年末翘尾是否预示着2015年楼市将全面回暖呢？

一问
去年年底楼市为何回暖

限购政策退出，银行信贷宽
松，房企倾向以价换量

二问
今年房价是否继续下跌

整体告别“单边上涨”，一季
度一、二线城市或企稳

三问
未来楼市调控何去何从

市场政府各归其位，行政调控
手段尽可能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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