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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临近，多盘促销备战“返乡季”

城城区区多多盘盘促促销销升升温温助助力力去去化化

房地产市场在2014年末
出现企稳迹象之后，2015年
能否继续回暖受到市场广泛
关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
报告(2014-2015)》指出，2015

年房价将以软着陆为主，限
购政策可能全面退出，一线
楼市有望在下半年出现复
苏。

中国楼市的全面下行趋
势在2014年逐步得到确认，
一二线和三四线楼市走势分
化显著。中国指数研究院发
布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房
地产市场步入调整期。受早
期拿地、新开工量较大影响，
市场供应量增加，需求入市
放缓，在供大于求的压力下，
房价结束2 0 1 3年的上涨趋
势，大多数城市住宅均价出
现下跌，不同城市价格走势
分化明显。

在当前整体呈现疲软的
大背景下，继续调整将是今
年楼市的主基调，房价很难
在短时间内大幅反弹。业内
人士透露，2015年住房市场
将呈现双重分化的趋势：首
先，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
分化调整，一二线城市需求
旺、消化快，调整时间较短；
三四线城市需求弱、供给多、
消化慢，调整时间较长。其
次，短期调整和长期调整的
分化。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仍
存在短期调整的可能性，而

长期的调整则需要很长一段
时间。在双重分化的状态下，
调整难以走出衰退的态势，
整体呈现出乏力表现。不过，
部分一二线城市，特别是一
线城市的调整和回暖在2015

年有可能实现。
事实上，在系列政策微

调的推动下，一线楼市成交
量在2014年四季度迎来“暖
冬”。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国54

城市合计住宅签约套数达到
31 . 8万套，创下2014年全年的
单月最高纪录，其中一线城
市达到5 . 37万套，环比上涨
幅度达到38%。

业内人士表示，楼市自
去年10月份成交量开始反弹
之后，12月份更是创下新高。
因此，可以认为整个大城市
的成交量已经开始明显复
苏，最低迷的时候已经过去。

然而，楼市成交量在
2014年底出现的“翘尾”，并
未完全缓解市场存量巨大的
库存压力，楼市基本面尚未
出现实质性好转。从2014年
12月份全国36个大中城市存
销比指标来看，一线城市及
部分二线城市去库存化周期
回落至合理区间，但库存压
力仍然较大，市场去库存化
周期在15个月以上，市场基
本面表现欠佳的城市仍占大
多数。

(宗禾)

2015年房价或以软着陆为主

延伸阅读本报聊城1月28日讯(记者 张
超) 一月已近尾声，春节临近，从
近一个月的聊城楼市反馈而言，无
论是入市还是去化仍旧持续平淡，
在城区零星数盘加推的情形之下，
城区不少项目将目光更多聚焦在
返乡置业大军身上，推出各色优惠
项目，以期快速去化冲量。

从眼下加推项目来看，城区主
推的户型主要集中在89-110平米之
间，产品以刚需型为主。例如，星美
城市广场加推了该项目2#楼，两侧
边户为100㎡三室一厅和102㎡三室
一厅,中间户为89 . 5㎡两室两厅。

年底是楼市的销售淡季，支撑
岁末楼市成交的主要是“返乡置业”

群体和观望已久又准备在春节前
买房的购房者，这两股力量使岁末
楼市“升温”。随着返乡客流日益增
多，越来越多的在售项目准备好进
行一波“春节返乡置业”营销活动。

相比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
回聊城来买套房、安个家更现实
些，回聊城安家也是过年期间一直
考虑的话题。记者走访发现，聊城
楼市除了有部分项目开盘推出新
的房源以外，也有部分楼盘在售楼
部举行各种活动拉拢人气，由于临
近岁末，业主答谢活动成为聚拢人
气、为楼盘“暖场”的亮点，但整体
来看，从新年伊始到月中城区楼盘
活动平淡，楼市稍显平静到随着春

节临近，城区多盘开始陆续推出各
种针对岁末去化的营销活动来看，
岁末去化的大幕也将徐徐拉开。

“上门有礼，一张车票抵万金，
买房有折，成交之后再送礼……”目
前，聊城楼市返乡置业的号角已经
吹响，多家开发商都拿出了针对返
乡置业的优惠。业内人士分析，每年
一、二月通常为楼市淡季，开发商们
忙于总结并制定新一年的发展目
标，作为承上启下的时间段，春节楼
市将成为一个去化的关键结点，返
乡大军也就“义不容辞”的成为不少
项目的潜在客户，如何把握住这部
分人群的置业心里和实际需求成
为房企们岁末尤为重视的事。

““暖暖春春””置置业业优优惠惠看看这这里里！！
楼盘项目：荣盛·水岸花语

优惠政策：凡持返乡火车票、
长途汽车票、飞机票等交通票据到
案场可换取一万元购房优惠券，凭
优惠券可享受总房款减免一万元
的优惠(荣盛·水岸花语多层房源
除外)。1月1日-2月28日活动期间到
访售楼处可参与抽奖活动，购房成
功的客户还可获赠千元年货大礼
包。案场优惠为两室房源全款可享
91折优惠，首付30%可享92折优惠，
首付10%可享93折优惠；三室房源
全款可享95折优惠，首付30%可享
96折优惠，首付10%可享97折优惠；
多层房源每平米优惠50元，全款可
享96折优惠，首付30%可享98折优
惠，首付10%可享99折优惠。
楼盘项目：恒大名都

优惠政策：推出四重好礼：新
年购房享99折优惠；购房赠送5万
元安家费；购房可参与现场抽奖，
iPhone6、品牌空调、消毒柜、豆浆

机、料理机等大奖等您来抽；活动
期间关注“聊城恒大名都”官方微
信即可参与抢红包活动，微信抢红
包时间为1月29日-31日。
楼盘项目：裕昌·大学城

优惠政策：“百亿裕昌瑞羊送
福万份年货大派送”，即日起凡持
年货领取劵到访客户均可领取一
份年货大礼包；推出10#楼新品房
源，返乡置业交1万抵3万；每天10

套特价房。
楼盘项目：当代·国际广场

优惠政策：推出“2015年暖春新
年置业计划”，3月15日前购买住宅
房源赠送2万元家电礼包，公寓房
源赠送1 . 5万元家电礼包，家电礼
包可直接冲抵房款。活动期间，成
交客户还可参与“首付1万起，买房
抽车位使用权”活动。每天到访的
前50组客户，关注当代·国际广场
官方微信赠刮刮卡一张。另外，“老
带新”活动同步启动，老客户可获

赠2000-3000元现金/购物卡奖励，
或当代·国际广场地下停车位三年
使用权。
楼盘项目：弘泰·御景王宅

优惠政策：推出返乡置业六重
优惠：凭返乡置业海报购房直降
15000元；开盘特惠月购房优惠3000

元；特惠房源抄底价4599元/㎡起；
两室房源均可首付分期，超低首付
2万起；首付30%可享99折优惠，全
款可享98折优惠；到访售楼处即送
新年福字、对联，购房成功客户赠
送品牌家电。
楼盘项目：昌润·莲城

优惠政策：每周5套特惠房；0

元订房，客户在银行柜台向自己的
银行卡存入1万元现金，携带本人
身份证、所存1万元存款的银行存
根(存根一周内有效)至昌润·莲城
办理“0元订房”手续即可。

(此为部分项目所推优惠，优
惠措施最终解释权归项目方所有)

品质日照绿茶低价销售

单单位位争争相相团团购购日日照照绿绿发发福福利利
春节送健康，好茶馈水城。自本报保真日照绿茶直销惠启动以来，本报编辑部

每天人满为患，前来抢购茶叶的市民络绎不绝，据粗略统计，每天至少有百余斤茶
叶被抢走，其中不乏一些企事业单位前来团购为员工发放过节福利。目前，本报订
购的第二批600斤茶叶还剩下300斤左右，如果你想抢到质优价廉的保真日照绿茶，
那么抓紧到本报编辑部抢购吧。

本报记者 张召旭

28日一大早，本报编辑部尚
未开门，就已经有很多市民在门
外等待，不一会儿时间，数十斤茶
叶被市民抢走。市民孙先生说，他
从报纸上看到了日照绿茶直销的
消息，本打算上周来来买，可令他
没想到的是，当他赶到报社以后，
茶叶已经被人抢购一空，为此他
懊恼不已。

“去年春天，我到报社买过茶
叶，确实不错，这次春节快要到
了，所以想多买点，除了自己喝之

外，还可以送给子女和朋友略表
心意。”市民张先生一次性买了10
斤茶叶。

本次直销惠活动，本报共准
备了两种茶叶供市民选购，其中
一种是原价90元/斤的保真日照
绿茶，现价只需要60元，还有一
种原价256元的高档茶叶，现价
只需要136元。虽然本次活动售
出的日照绿茶价格低廉，但质量
毫不含糊，所有产品在原产地成
本价基础上加价8%-10%的利润

一站式销售，保证了产品的质优
价廉。

日照的光照时间充足，而且
是海洋性气候，空气比较湿润，很
适宜茶树生长。此外，我们北方相
较南方昼夜温差更大，农作物生
长积累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叶
片厚，香气高，滋味浓，耐冲泡，有
一种消费者非常喜欢的浓郁板栗
香。而此次活动所销售、惠赠聊城
市民的茶叶正是具有这样的品
质。

日照绿茶遭市民疯抢

自本报与日照知名茶厂联袂
发起“千斤保真日照绿茶惠市民”
消息见报起,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的反响。不少市民纷纷致电活动
热线0635—8277092,咨询产品活
动详情,工作人员接电话一度接到
手软,消费者表示,希望能够买到
保真的品质日照绿茶。这其中,不
乏一些企业单位。

城区一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先

生说,春节即将到来,他们公司正
筹措为员工发放福利的事情,而日
照绿茶正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原来春节,一般会给员工发红包、
白酒等,大家也都知道,吸烟有害
健康,酒后不能驾驶,送茶就很好
的解决了这些问题,送茶犹如送健
康。”赵先生说，春节将近，朋友亲
戚之间互相串门送礼是一种传统
习俗。当今社会注重健康，越来越

多的人中意喝茶养生。即使员工
们不喝茶，也可以拿去走亲访友。

茶叶的保健功效确实不胜枚
举,自古就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
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驱病
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
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
以茶可雅志。此外,茶叶还可以助
消化、去甜腻，很适合在春节期间
饮用。

单位大批购买为员工发福利

本报首批千斤保真日照
绿茶已经被市民抢购一空，
为此本报又紧急调配了600
斤茶叶，目前已经到货。原价
90元/斤的保真日照绿茶，依
旧以60元/斤惠赠水城市民，
而原价256元的中档茶叶，现
价仍然只需136元。

这批日照绿茶鲜叶每斤
在10元左右，5斤鲜叶炒制一
斤干茶，加上人工费、电费、
运输费等，利润已经很低了，
我们去掉包装费、进店费以
及中间环节，以最优惠的60
元/斤的价格向广大市民提
供，就是为了让广大市民喝

上放心、质优价廉的日照绿
茶，所以，它的品质市民大可
放心。至于原价256元的高档
茶叶，茶鲜叶每斤在25元左
右，所以本次几乎都是以成
本价销售。这批茶叶为近期
的最后一批保真日照绿茶，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
能错过。

由于很多读者周末没有
时间，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次
绿茶直销惠不再集中进行，
由原来的每周五周六改为每
周一至周五，而且本报也将
不间断补货，本次茶叶直销
将持续到年底。

60元/斤保真日照绿不可错过

抢购地点：聊城市兴华西路与向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古楼办事处二楼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抢订热线：0635—8277092
抢购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2:00至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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