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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市场数据显示，2015年1

月份各商家启动岁末促销大战以
来，山东省IT专业连锁零售领跑
者——— 亿维数码广场凭借规模和
资源优势，在市场关注度、市场
份额等技术指标上继续远超同业
竞争对手，销量翘楚市场榜首。

山东亿维店面零售负责人告
诉记者，从去年12月份开始，亿
维与苹果、英特尔、联想、宏

、戴尔、东芝、HP、SONY、
三星、华硕等国内外行业巨头的
新一轮战略合作全面展开。各大
品牌集中火力，配合亿维进行联
合促销，掀起山东省寒促电脑数
码一轮又一轮的抢购热潮。为即

将启动的1-2月亿维总经理签名售
机活动成功地做好了市场积淀。

二十大品牌齐聚亿维

品牌全 价格低

随着亿维全省连锁快速发
展，其专业IT连锁零售模式受到
业界普遍认可和赞赏。本次总经
理签名售机活动，联想、惠普、
戴尔、宏 、东芝、SONY、佳
能、三星、诺基亚、苹果等全球
知名IT数码和移动、联通、电信
三大运营商纷纷与亿维强强联
合，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大合
作力度。凭借全省12地市多达100

余家连锁店面的优势，集中采

购，厂家直供，近千款产品放仓
大惠送，电脑送398元终生免费上
门服务，数码延长至两年保修，
手机延长一年保修……必将提前
在山东IT市场掀起低价风暴，奉
献IT盛宴！

亿维总经理签名售机

服务升级再送豪礼

据业内可靠消息，亿维2015

年春季“总经理签名售机”大型
促销活动将于1月31日至2月8日隆
重举行。活动期间，移动、苹
果、三星、联想、惠普、戴尔、
华为、OPPO、步步高、酷派、
金立等各大电脑、数码、手机总

经理，将亲临亿维数码广场，进
行签名售机。凡光临亿维数码广
场客户，均有好礼相送！凡获得
签售卡的客户购电脑、数码产品
均可享受优惠，还可免费获取一
张价值 3 9 8元终生免费上门服务
卡 ,礼品多多，惊喜不断。作为寒
促的传统保留节目，此前成功举
办了二十三届的亿维总经理签名
售机活动赢得了业界的一致认
可，值得期待！

与往年的总经理签名售机活
动相比，今年的厂家支持力度更
大，看点更多，可以同时满足学
生、白领、单位用户，以及乡镇
用户的选购需求。

亿维

苹果山东唯一高级授权商(IT)

作为苹果IT渠道山东唯一授
权商，苹果 iPhone6&Plus于2014

年11月17日准时在亿维数码广场
各连锁店面首发！目前，亿维苹
果产品货源充足，放量供应，让
“果粉”们第一时间体现到最
新、最时尚、最正规的苹果新
品，也给那些年末送礼，但总找
不到合适礼物的人们送来了福
音！由于是苹果授权商，亿维全
部苹果产品，都是苹果公司直接
供货，产品质量绝对有保障！

（贾冰）

亿亿维维总总经经理理签签名名售售机机 服服务务升升级级送送豪豪礼礼

临近春节，济宁楼市推盘减速

大大打打亲亲情情牌牌，，力力争争去去库库存存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4年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
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比上年增长7 . 4%。很明显，
在经济改革的攻坚期，当前我
国宏观经济发展已经处于新常
态。

那么，在经济新常态下，
2015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
如何 ?专家认为将有如下三个
趋势。

一是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有
望延续，但对楼市投资风险控
制会进一步加强。

研究显示，当季度GDP增
速与CPI增速累加值小于10时，
整个经济面临滞涨的压力，货
币政策将呈定向宽松的趋势。
当前来看，2014年GDP增速与
CPI增速累加值为9 . 2，刚好处
于这一区间，单纯从指标意义
看，当前国内具备货币政策“微
调”走向定向宽松的特征，仍然
具备继续降准或降息的空间，
预计随后存款准备金率也会下
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
行业信贷环境会全面宽松，政
策层面对楼市投资风险控制有
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目前，市场库存偏大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大多数房企的
盈利状况仍然堪忧，企业也会
面临一定的资金问题。因此，从
2015年上半年银行信贷大背景
来看，即使央行降息也不会改
变银行继续“惜贷”的行为。

二是2015年大多数房企资
金紧张，“去库存”仍然是市场
主旋律。

截至2014年12月，70个大中
城市中房价下跌城市的绝对数
量仍然占据主流，并且仍然会
在2015年上半年继续延续。

从2014年12月份36个大中
城市存销比(库存压力指标)变
化来看，由于“救市”、房企冲刺
年度销售业绩指标等因素，一
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库存去

化周期回落至合理区间，但是，
库存压力仍然较大、市场去化
周期在15个月以上、市场基本
面表现欠佳的城市仍然占大多
数。尤其是在2015年初，对于大
多数城市而言，由于冲刺年度
销售业绩指标的意愿降低，导
致市场去化速度降低，去化周
期还会略有回升，此时，“去库
存”仍然是市场主旋律，房价在
2015年年内仍然有下行压力。

三是2015年经济有下行压
力，人口增速放缓，人口红利减
少。

总体来讲，当前中国货币
政策尽管有宽松趋势，但是还
没有出现大水漫灌的特征。从
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向来看，在
宏观经济尚未明显好转之时，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会向从
严方向有太大变化，而是保持
宽松的姿态。

预计，在经历年初市场重
新盘整之后，在央行降息、各城
市“救市”等政策刺激之下，楼
市会在3月份以后出现一波入
市的行情。短期来看，楼市接下
来的3～6个月成交量会短期反
弹，价格有可能会逐渐坚挺，甚
至对于一线城市及市场基本面
良好的城市(库存去化周期在15

个月以下的城市)，会出现小幅
涨价的现象。

对于大多数品牌房企来
讲，出于对业绩和增长率的追
求，会在资金、人员、土地各方
面不断加大投入，即使在2014

～2015年市场条件不佳的情况
下，他们依然会试图达到15%甚
至20%以上的年增长率，这将导
致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供应
过多、库存高企，形成更大的去
库存压力。 (宗合)

2015年1月济宁楼市开盘数
量较2014年比势头是有所下降
的。

根据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
统计，截止到2015年1月28日，1

月济宁城区楼市预计 3项目开
盘，目前实际开盘3次，推出约
4 5 8套房源 (不完全统计 )。从环
比上数据看，1月开盘楼盘数量
减少3个，推出房源数量较12月
减少2个。从同比数据上看，2014

年 1月济宁城区 4项目开盘加
推，2015年1月开盘楼盘数量少
于去年。

从区域上看，本月开盘的

项目3盘均位于任城区。从物业
类别上看，1月开盘房源包含住
宅类产品及写字楼推新入市，
涉及产品类型均为高层房源。
针对1月份推盘量缩水的情况，
不少开发商表示，出于冲刺年
终业绩的需要，该推盘的都在
去年年底出货了，1月份推盘量
少是正常现象。“为了完成年终
任务，我们可谓是加班加点忙
碌着。如今任务完成，我们也需
要适当地进行修整，以最好的
状态迎接新一年的挑战，所以1

月份暂时不会推出新品。”一楼
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的确，

在去年最后一季度中，为完成
年度目标，开发商都使出浑身
解数超负荷工作。在忙碌了好
一阵后，大多数开发商均会选
择歇息一段时间，静观后续变
化。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虽然去年年底开发商以各种优
惠措施冲量，但由于去年楼市
的特殊性，楼市库存还是居高
不下。新年伊始，不少房企减少
推盘量，库存量或将有所下降。
此外，眼瞅着春节将至，回家团
圆的时节或许会给市场带来一
小波购房潮。

专家预判：

今年楼市发展三大趋势

本报记者 齐兴

年关的脚步越来越近，但近期济宁各大开发商推盘减速，依然在短暂休眠期。大部分济
宁市民都处在观望的状态，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开发商也不得不推迟时间，增加前期续客时
间，甚至选择暂不开盘静观市场，或者开盘推出少量楼座以试探市场。而基于春节全家团圆
的氛围，开发商还是有“动作”的，“亲情牌”就是为了去库存各大开发商看重的营销策略
之一。

随着春节临近，济宁的各
大楼盘开始营造节日气氛，举
行的暖场活动多数围绕“年”展
开，除了颇具新年气息的民俗
嘉年华还有国人重视的团圆

“全家福”。根据往年的情况，春
节期间楼市成交一直被看好，
选择春节置业的购房者或将成
为济宁各楼盘争夺的主要客
源。很多外出的务工人员踏上
了返乡路程。而最新全球城市
生活消费成本调查显示，在144

个城市中，北京名列第14位，上
海列第20位，一、二线城市生活
不易、购房难也使得城市移民
纷纷趁着春节假期回老家买房
子。每年年末，在外漂泊一族新

春回家之际“顺便”买房，已然
成为楼市一景。

目前城区多家楼盘推出了
针对春节期间的优惠活动，“百
花争艳”闹佳节的情景已经在
济宁的楼市拉开了序幕。太白
湖新区的一家楼盘推出的“民
俗嘉年华活动”，到访即可以根
据自己的心意制作出年味十足
的新年礼物，赠予家人，祁求新
的一年健康幸福。还有的楼盘
为业主进行“全家福拍摄”，免
费冲洗并获赠24寸全家福水晶
相框。

相比来说，更为刺激购房
者神经的是，一些楼盘给予的
丰厚的优惠政策。“总房款优惠

两万”“全款95折”“交三万抵五
万”……实打实的优惠着实给
准备春节期间购房的人群很大
的便利，不断刷低买房的成本。

在这个关头，购房者根据
自身的需求，抓住机会，理性置
业才是应该有的姿态。春节置
业的人群要多去楼盘现场去了
解，楼盘的周边环境、有没有噪
音、附近设施是否齐全等，只有
了解更多再加上优惠，才能买
到自己满意的房子。在挑选房
源时，一方面要抓住楼市的窗
口期果断入市。另一方面，要根
据当前市场特点，以及结合春
节前市场的独有特征，制定相
应的策略，不要被所谓的打折
让利冲昏了头脑，更要客观、全
面考虑房型、环境、配套、性价
比、交通、价格等因素，做到理
性置业。

调整、蓄势中的市场：推盘减速

力争去库存：楼市打“亲情牌” 期望多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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