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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C16 今日烟台

专刊记者 孙立立

据克尔瑞数据显示，1月第2周（1月5

日-1月11日），烟台楼市仅有1个项目新增
供应，为开发区嵛景华城，供应79套住宅
产品和1套商业产品。新增市场的冷淡也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库存压力，但是显
然烟台楼市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土地
市场方面，楼市同样一片沉寂，本周无一
宗土地供应只有一宗土地成交。

尽管推盘节奏不是很火爆，但是烟
台楼市依然热闹，各大楼盘暖场活动缤
纷来袭。开发商更是借年底这个契机，各
大楼盘促销降价手段层出不穷。

万科假日润园

多重年货大礼火爆派发

到访万科假日润园接待中心，清香
大米、一级花生油、春节大礼包……购约
76-107平方米装修现房，更享约4万元疯
狂大礼。

中建悦海和园

“三零风暴”钜惠来袭

0契税、0物业、0利息；一期84-145平
方米瞰海高层，折后4409元/平方米起；二
期“漫城香墅”160-280平方米全海景洋
房，诚邀品鉴。

华润中心

“焕新城市”，限量特价

作为烟台莱山区地标级城市综合
体，华润中心也于近期隆重地推出了主
题名为“焕新城市”的优惠活动，即在新
春之际，感恩新老客户，推出限量典藏住
宅房源仅6919元/平方米起。

中铁·逸都

举行相亲活动

1月18日，“情定逸生逸世”大型相亲
会在中铁·逸都营销中心盛大举行。上百
位年轻的男男女女们围坐一堂。为了让
更多的港城市民共享繁华逸生活，中铁·
逸都特别推出新年钜惠——— 城铁圈大三
居开年钜献6000元/平方米，礼贺新春，羊
年得逸，全民经纪人推荐更有2000元现金
奖励。

金地格林世界

交8千元抵3万元

1月17日，金地格林世界营销中心一
片热闹欢腾，上午萌娃秀才艺，下午俊男
靓女联谊开派对，百余人齐聚金地格林
世界，欢乐点燃新年的喜庆。金地格林世
界一期洋房顺利交付，三期缤纷城新品
载誉加推！三期缤纷城作为金地格林世
界的升级之作，有着更加完善的社区配
套。现隆重推出75-95平方米畅销户型，交
8千元抵3万元全城火爆认筹中，5800元/

平方米起价。

保利·香榭里公馆

46万元起价

保利·香榭里公馆，莱山成熟社区，
最懂幸福生活。随着中国传统羊年的脚
步越来越近，保利·香榭里公馆1月17日在
营销中心举办了“新春嘉年华春联DIY”
活动，邀请新老业主欢聚一堂。新春感恩
大促，46万元起价，购房即有机会享8折利
率。

越秀星汇金沙

交1万元抵3万元

目前一期仅剩余少量房源，二期在
售楼栋为B1#、B2#、B5#、B6#。项目高层
均价5700元/平方米，B5#小高层起价4288

元/平方米，均价6200元/平方米，认购优
惠：交2千元抵1万元，交1万元抵3万元。

优惠活动
仍是市场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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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济南、青岛、烟台、济宁跌幅
均较去年11月收窄

二手房价格，除济南外、青岛、烟台、济宁跌幅均
较去年11月收窄

山东四城市房价指数变动情况

专刊记者 刘杭慧

刚刚公布的“2014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指
出，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依然在下降，其中，烟台房价指数更是七连跌。此
时你还在观望吗？下手的时机其实已经到来。

“买还是不买，这是个
问题”。在2014年以前，房地
产市场给人总的印象是高
歌猛进，即便调整，也是小
幅下行，很快又回到迅速
上涨的轨道。而从2014年初
开始，楼市开始出现下行
趋势。这一次，下行一直持
续至今。如今，央行降息，
加上房贷新政，货币信贷
政策的叠加效应正逐步显
现。数据显示，一二线楼市
成交量普遍回升，房企最
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而在
目前政策松绑但房企资金
压力和存货压力仍大的窗
口期，现在买房不仅能享
受探底的价格更能抓住货
币信贷政策的巨大优惠，
对购房者而言实在是鱼与
熊掌兼得的好事。

在这一大背景下，买

还是不买，在2015年或许仍

将令人纠结。市场分化是
2014年房地产市场的重要

特征。在这一年，一线城市

楼市上升不再明显，少数

二线城市以及三四线城市

则呈现整体下降态势。相

关政策的调整，似乎也没

有能改变新趋势。

“迎战元旦，特价秒杀
房”“首付5万买2居、首付7

万 买 3 居 ”“ 即 买 即 办 网
签”……近期，仍有不少在
售房源的市场刮起一阵打
折优惠风。时至年底，不少
开发商由于年末资金回流
问题，急需利用优惠措施、
利好政策等走量，于是年
底促销的活动轰轰烈烈地
开展了起来。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为了配合完成销售任务，

开发商会在这个相对较冷
清的季节，推出一些特价
房、好户型，其中不乏一些
准现房及现房，吸引一批
还在观望的潜在刚需、首
次改善型购房者。市场疲
软造成的是购房者持续的
观望情绪，进而致使成交
量的下滑，到年底开发商
的存货压力强大之时必将
想办法去化。同时，作为返
乡置业的高峰期，年底一
直是各大房企必争的重大
节点，各种优惠政策也将
持续出台。两者相互作用，
今年年底的购房优惠，必
将是历年最大。

业内人士表示，这段
时间市场销售相对低迷，
此时的在售楼盘往往会相
对减少，而只要购房者用
心，就很有可能抓住开发
商年末促销的尾巴，比如
会遇到房源品质相同、却
能省不少费用的性价比较
高的特价房。

随着市场自我调节功
能的充分发挥和长效机制
的逐步完善，2015年房地产
将步入“白银时代”，而理
性也将会成为房地产企业
和购房人的共同选择。一
位知名房地产企业的老板
曾感叹，2014年人们似乎不
再热衷于谈论房价的起
落，而是面向未来，谈如何
建造出更加宜居的住房。
对于一直热衷于用买房实
现保值增值的购房者来
说，应该更加谨慎地考量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价值，
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细分及
其出现的分化，也将是未
来这一市场的重大特点。

购购房房者者抄抄底底置置业业
房价下跌引发置业观念转变

专刊记者 孙芳芳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了2014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
市房价变动情况，70个大中
城市中66城房价环比下跌，3

城持平，仅1城上涨。烟台环
比再跌0 . 7%，这也是今年以
来烟台房价环比连续第七个
月下跌。伴随着房价下跌，央
行降息、首套房认定标准放
宽、利率下调等各项利好政
策也稳定，对于购房者来说
抄底买房正当时。

年关将至，盘点2014的
销售，部分项目赚得盆满钵
溢，但有些项目还是囊中羞
涩。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关口，

以价换量是开发商常用的手
段之一。年底买房，打的就是
价格战。临近年底，各大开发
商面临去库存的压力，各项
目降价促销及活动营销的力
度也逐渐加大，开始着力吸
引眼球、拉动人气。这些“外
力”原因使得很多购房者开
始以抄底的心态介入市场，
进而带动成交。

记者走访发现，临近年
底 不 少 楼 盘 打 出 了“ 亲 民
价”，开发商迫于资金回款及
年底去化压力，平价开盘、打
折促销等“以价换量”现象增
多。

房价下跌，利好政策也
是一拨接着一拨，无论是投

资型，还是刚需购房者，摆在
眼前最现实的问题是“现在
该如何买房，如何买到性价
比高的房子？”对于多数购房
者来说，房子是人生中最重
要的“奢侈品”。因此，买房前
必须进行理性分析。

房价是影响购房者选择
的第一因素，房价的高低、涨
跌决定购房者的买房时机和
房子选择。因此，对于刚需尤
其是资金不足的购房者来
说，在买房之前应该根据自
身的实际收入以及存款来决
定价格范畴。

11月份以来，央行降息
以及公积金新政的相继落
地，楼市一改持续多月的低
迷局面，多家项目的案场成
交量有所回升。但是，房企们
仍需面对库存压力，因此在
短期内价格并不会出现过大
涨幅，平价走量仍为当前主
流。对于购房者来说，年底出
手不失为好时机。

购房者在抄底买房时
首选一步到位。尽管当前贷
款新政放宽了二套房认定
标准，但是在房价没有绝对
下跌之前或者房价依然涨
声一片之时，一步到位买房
依然是最佳选择。首选一步

到位可以省去日后换房的
风险和麻烦，而且一步到位
使得生活更有品质。但是一
步到位并非一味买大房，而
是选择与你当前人口以及
未来是否会添加人口相当
的户型。一般而言，大三房
适合改善需求，小三房适合
首置需求。

市民抄底购房还要注意
买好房。好房的标准就是在
同等价位上，选择性价比最
高的楼盘。什么样的房子才
是好房子？在购房专家来看，

“好房子”的标准是：环境好、
配套完善、品质高、交通方
便。购房者购买品牌开发商
所开发楼盘，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抗跌保值，品牌口碑、项
目品质、配套完善成为多数
购房者青睐品牌楼盘的最重
要原因。

抄底买房时，至于是买
新房还是二手房因人而异。
买房，可以选择新房，当然也
可以选择二手房。新房优点
是新，配套是新的，户型是新
的；二手房的优点是现房，配
套较为完善、居住氛围较为
活跃，但是二手房中那些房
龄较长、房质较差的，居住的
舒适度也非常差。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网
站发布了“2014年12月份70个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
情况”。70个大中城市中，66城
环比下跌，三城持平，仅一城
上涨。山东纳入统计的四城
市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市
房价继续下跌。

其中，烟台的新建商品
住宅房价环比下跌0 . 7%，这
也是2014年以来烟台房价环
比连续第七个月下跌，下跌
幅度较11月收窄；同比来看，
烟台房价连续四个月下跌，

下跌5 . 0%，同比下跌幅度增
大。二手房方面，烟台房价环
比下跌0 . 6%，同比下跌5 . 4%。

济南、青岛、烟台、济宁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分别比上
月下跌 0 . 3 %、0 . 9 %、0 . 7 %、
0 . 3%，降幅均比上月有所收
窄。济南、青岛房价已连跌8

个月，烟台、济宁连跌7个月。
二手房方面，济南、青岛、烟
台、济宁4市分别比上月下跌
0 . 7%、0 . 4%、0 . 6%、0 . 3%，除济
南外，青岛、烟台、济宁降幅
均比上月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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