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房房注注意意啥啥？？按按需需选选择择最最重重要要

刚需，户型、社区很重要

专刊记者 夏超

刚需一词大家都不陌
生，目前楼市的最大的目
标客户就是刚需人群。对
于刚需置业者来说，所买
的房往往是第一套房，是

“安身立命”的居所，它还
承载了婚房、学区房等等
功能，所以选择时往往力
求尽善尽美，但刚需者大
多财力有限，种种对房子
的期望会在价格面前妥
协。不过买房时还是要全
面考察，以免后悔。

选择户型很重要，因
为你要有相对长的一段时
间住在这所房子里，户型
设计不合理，每天的生活
都会很别扭，户型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将来居住的舒
适程度。再好的地段，再好
的绿化，如果户型不好，品
质生活根本无从谈起。购
房者除了要看规划图和沙
盘，确定房子所处的位置
外，内部空间的规划和布
局也应在购房过程中特别
注意，以免事后遗憾。

社区基本配套和周边
建设是刚需房的考察重
点，与工作地点的距离也
应考虑进去。很多小区楼
盘很美，但周边没有超市
等配套，急需一瓶酱油需
驾车半小时才能买到，亲
朋好友前来聚会却找不到
一家像样的饭店。所以配
套设施好，才能保证你生
活的便利。

改善住房，品质、舒适最重要

专刊记者 冉全金

一般来讲，改善型购
房或为家庭成员增加如小
孩的出生、父母的共同居
住，或为孩子教育而换房，
或是对生活要求的提高而
改善居所等，对住房区域
的选择一定要全面地考虑
区域房价水平、生活配套、
住房条件、小区环境、周边
交通、学校等的分布情况
等，全面衡量自己的经济
能力和换房的要求。这类
置业者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所以追求的就是品质。

相关的交易税费要理
清。换房业主在“卖旧买
新”升级置业时，一定要理
清自己作为卖方和买方双
重身份时，各自需要缴纳
的税费。一般来讲二手房

买卖交易时出售方需要缴
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购买方需要缴纳契税，但
是要注意已购公房和回迁
房交易时，购买方需要另
外缴纳土地出让金；而在
经济适用房出售时则由出
售方缴纳土地出让金；商
品房交易时不需要缴纳土
地出让金。

换完房子，就要考虑
后续生活费用等问题。消
费者改善型换房时除了要
考虑到自己目前的经济实
力是否能够承担外，还应
考虑到日后的生活费用、
孩子的教育费用、换房后
到工作单位的交通费用的
增加等，尤其要优先考虑
换房后，自己是否有足够
的资金来保证未来孩子的
教育费用。

投资房产更需超前眼光

专刊记者 曲绍宁

房地产作为投资产
品，与股票和基金比较，相
对稳定。这是因为房地产
市场长期看好，只要具有
相对超前的投资眼光，都
会得到一个较好的投资回
报。一些资金实力较强大、
但没有过多时间去打理投
资产品的人，不妨选择投
资房地产产品。

目前，一些地理位置
较好、总价相对低的小户
型产品很受投资者的青
睐。除此之外，既然作为投
资产品，就主要考虑到的
是该房产的升值潜力，只
要具有投资价值就可以进
行购买。那么，什么样的房
产最具有升值潜力呢？

首先，房产作为不动

产其地理位置是最能带来
升值潜力的条件。其次，所
购房产周边的基本配套设
施和政府综合城区规划的
力度和预期，是否有便捷
的交通，地铁、轻轨、公交
等沿线都将为楼盘升值起
到推动作用。再次，房产所
属的小区的综合水平，物
业设施、安全保障、公共环
境以及房屋本身内在的价
值等等，都将是未来房产
升值的评判标准。

总之，不管是自住型
或是投资型的购买需求，
都应该考虑到房价未来能
涨多少，因为大部分人也
是用毕生的积蓄购买的房
产，起码也得保证较长年
头内不跌，才能做到真正
划算，投资才能得到良好
的收益。

改善篇

刚需篇

投资篇

万科青年特区

平均价格：70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芝罘区芝罘岛西路58号加油站西

万科青年特区，占地面积257100平方米，建
筑面积260000平方米，容积率为1 . 77，总户数共
2085户，主推80-95平方米小户型。

万科青年特区没有密密麻麻的让人压抑的
楼群，这里只有约1 . 77低容积率；这里不只是坚
硬的钢筋水泥，更有无垠的草地园林。万科青年
特区——— 芝罘临海装修城市精英公馆。80-98平
方米的精致小家，高得房率。

阳光首院

平均价格：5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福山区汇福街9号

该项目紧邻夹河生态景观带，项目以连绵的
生态湿地景观、全方位的城市高端休闲配套，完
美呈现城市居住价值典范。

二期香缇郡，2012年推出电梯花园洋房和城
市全景高层产品，继续延续一期别墅社区的高端
品质，注重户型空间设计、建筑用材选择和园林
景观塑造，打造类型丰富的品质住宅产品。三期
花漫堤，高层、小高层，内赏实景墅境园林，外揽
夹河盛景，承袭首创置业精工品质。

中铁·逸都

平均价格：60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莱山区山海路111号（塔山隧道南）

中铁·逸都位于烟台市塔山隧道南1200米，
背靠大南山景区，东邻凤凰湖休闲区，项目占地
约13万平方米，5分钟可畅达莱山迎春大街商圈，
非常便利。

中铁置业充分融合烟台开埠文化，产品类型
分为花园洋房，高层，小高层及公寓，户型设计合
理，全明户型，强调更高的实用性和舒适度；采用
西班牙、Artdeco欧式混搭建筑风格，是一座集教
育、医疗、商业、居住为一体的高品质社区。

祥隆万象城

平均价格：8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莱山区清泉路19号（烟台大学北门）

总建筑面积近80万平方米，定位为国际化滨
海高端居住区，建筑采用西班牙新古典主义建筑
风格；户型设计方正实用，动静分区，每个房间都
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采光。户型上引入了入户庭
院的生态住宅概念，庭院邻餐厅或客厅而设，成
为餐厅或客厅的延伸，住户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
设计和布置，足不出户，独享自然。户型面积85-
180平方米。项目住宅部分提供全程酒店式管家
服务，为业主提供四星级高品质生活体验。

烟台华润中心

平均价格：8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莱山区清泉路77号

项目是以万象城购物中心为核心，集星级
写字楼、高级酒店、城市顶级住宅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性、现代化的标志性都市综合体。

项目位于莱山区核心板块，紧邻烟台市政
府及烟台大学，观海路与迎春大街交会的咽喉
位置，商务商业配套成熟优越，项目所在片区被
誉为烟台的“中央学院区”，周边高专院校云集。
项目总占地21 . 35公顷，规划建筑面积约96万平
方米，整体计划分三期开发。

中海紫御公馆

平均价格：7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高新区港城东大街与海天路交会处

位于高新区核心地段，两大发展主轴科技大
道与滨海中路之间，距烟台传统商业中心15分钟
车程。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承袭中海地产紫
御系列都市豪宅的风范，由联排别墅与ART-
DECO建筑风格的高层组成。23栋联排别墅和6栋
板式高层及1栋精装公寓，高层有2梯2户、2梯3户，
公寓为3梯11户板式结构，面积以46-73平方米中
小户型为主。精装公寓为29层，1、2层为商业，3层
以上为公寓，高层为30-33层。

万科假日润园

平均价格：62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福山区梧桐路198号

项目占地约6 . 5万平方米，总建面约19 . 6万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为3，绿化率37%，居住舒适
度非常高，是目前福山区首个全系统成品化住
区，规划总户数约为1702户，商业规划面积约
6800平方米。项目后期为封闭式管理模式，后期
会设有二个入口（梨景路和梧桐路各一个），基
本达到人车分流。物业形态丰富，有小高层、高
层，面积有76-108平方米的装修房，温馨两居，
幸福三居，项目均为装修交房。

保利紫薇郡

平均价格：9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芝罘青年南路与港城西大街交会处北

位于南部新城核心区，是六区融合的核心，
紧邻城市主干道青年南路和港城大街，距芝罘区
和莱山区仅需10分钟车程，周边公交线路发达。
占地7 . 12万平方米，1 . 3的超低容积率，为市中心
唯一超低密度建筑用地。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
米，由15栋洋房和4栋小高层组成，并配建1所1万
平方米的小学，居住总户数716户，停车位1：1。定
位为市中心纯洋房社区，专为城市中产阶层打
造，圈层更纯粹。

融科迩海

平均价格：6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牟平滨海东路600号（滨海东路与通
海路交会处东100米）

融科迩海项目周边配有逾10万平米院落式
风情商业街、院落式高尚会所、国际时尚设计酒
店等高端业态，整体采用北加州、西班牙与阿拉
伯等多种国际风情；加利西亚庄园、婚礼草坪、
阿里哈湖、阿尔罕布拉宫大门、兰布拉斯大街等
也将一一展现，缔造出具有浓郁西海岸美式风
情的生活氛围。

绿叶·五彩都会

平均价格：7288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莱山港城东大街与长宁路交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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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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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价格：180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芝罘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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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购物、餐饮、文
化、娱乐、休闲、商务、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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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广场 星颐广场

平均价格：7500元/平方米
楼盘地址：开发区长江路与嵩山路交会处西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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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
态丰富，包括商业街区、住宅、办公、酒店、SOHO。

地产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马杰 美编/组版：李艳梅今 日 烟 台 <<<< C15


	J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