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踩盘中发现，整个奥体
片区的库存量较大，价格在8500-
15000之间，单价跨度大，但即使
是最低价格，也高于新地王的楼面
价近2000元。中铁逸都国际、奥林
逸城、舜奥华府等楼盘是现房及准
现房销售，改善性住房价格普遍高

于刚需住房。

“规划”拉动片区房价

作为济南拥有写字楼集群最多
的经十路东段，在各种“规划”、

“概念”的炒作下，价格一直高居
不下。沿经十路向东，位于燕子山
西路的燕玺台项目，定位高端大户
型房源，尽管价格未定，但参考周
边价格，开盘价将逼近2万元。在
燕山立交桥以东，更多的写字楼集
群，拉动了周边的住宅价格，如中
润世纪中心、人民传媒大厦、融创
财富中心、中弘广场、鲁商国奥
城、华创观礼中心、汉峪金谷等。
记者在踩盘中发现，不少刚需购房
者是由于工作单位地址的东移，使
汉峪片区的多个售楼处到访量出现
回暖。

春节过后，融创财富中心率先
打出了“济南CBD”的口号，与
其一路之隔的中弘广场去年已推出
“济南CBD”概念。根据济南东

部“一芯一轴四区”的规划，这两
个楼盘正好位于“一轴”的黄金地
带。据悉，融创财富中心住宅项目
预计在5月开盘，预计价格为12500
-14000元/メ。

汉峪片区价格稳定

3月1日后，《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正式实施，但这个新的政策
对奥体、汉峪片区的楼盘影响似乎
不大。“3月份前十天，我们卖出
了70套房子。”万科麓山的置业顾
问说，由于项目是精装修，又紧靠
经十路，因此万科麓山被定位于万
科在济南开发的高端项目，大户型
售价在1万4左右，最低的特价房也
已过万元。而位于汉峪金谷南侧的

德润天玺自正月初七售楼处开放
后，到访量也非常乐观，据营销负
责人介绍，每天有4套的成交量。

“本来以为不动产登记政策实
施后，有不少人抛售大户型房源，
改善型房源的价格会有松动，但是
看了海尔绿城、重汽1956、舜奥华
府、奥林逸城、德润天玺、逸都国
际等几个楼盘，置业顾问的意思是
价格不会再降，新推的房源可能还
会涨点。”去年一直在观望楼市的
刘女士说。据业内人士分析，汉
峪、奥体片区今年的供应量充足，
供大于求，价格成为竞争的利器，
有楼盘甚至推出了“清盘季”的营
销概念，但是短时间内消化大量库
存，难度非常大。

(楼市记者 刘亚伟)

奥体片区羊年开局火热，量价齐升，有置业顾问称：

三三月月前前十十天天，，卖卖了了7700套套房房
去年11月，位于奥体片区西南方向的一块住宅用地经过144

轮竞价，成为济南的“新地王”。拍卖流程吸引了万科、海尔绿城、
保利、龙湖等一线房企，最终成交价格超出起拍价近9个亿。地产
行业内称土地是楼市的“晴雨表”，知名房企对这块位于旅游路以
南、龙鼎大道以东的地块趋之若鹜，与普通的购房者一样，是看中
了汉峪、奥体片区的楼市潜力。据悉，东部新地王每亩单价594万
元，楼面地价6711元。

春节刚过，小清河沿线的鑫苑名家、重汽翡翠外
滩、北大时代、荣盛锦绣蓝湾的售楼处已经表现出不
同的市场购买景象。记者在走访中获悉，区域的几大
楼盘于大年初六就已开始接待客户了，虽正值节日
期间，但客户的来访量、质量比年前要好很多。

目前该区域的住宅均价每平方米在8600元左
右，重汽翡翠外滩的置业顾问王先生谈到：“每年春
节过后都是市场回暖、客户来访上升的一段时间，近
期每天客户的来访量均在10组以上，这也与年后央
行降息有一定的关系。小区教育配套齐全、户型以
130-170为主，客户多集中在35-40岁的改善型消费群
体，作为区域交房最早的一处楼盘，从某一方面也满
足了部分购房客户换房时间成本的需求。”

小清河南岸的荣盛锦绣蓝湾的售楼处到处洋溢
着节日的气氛。问及项目今年销售情况，前台接待顾
问说：“项目自去年下半年开盘以来，目前已经销售
70%以上，因主要户型面积集中在90平方米左右的刚
需户型，所以销售状况一直持续较好，以现在销售速
度看今年5月项目将清盘售罄。年后每天成交、交订
金房源在10套左右，商业综合体配套完善也是促成
客户成交的原因之一。”在售楼处记者停留的20分钟
里，先后有3波年轻客户群体看房咨询，可谓小清河
沿线最热闹的售楼处。

(楼市记者 贾婷)

2003年，唐冶新区被列入发展规划。至今已经12

年。如今的唐冶新区，不再是一片荒凉。恒大名都已
经成为成熟的社区，银丰唐郡、鲁商凤凰城等楼盘也
已经封顶。经十路对面的药谷隔路辉映，唐冶体育文
化休闲公园早已开放，未来银座也将入驻。唐冶已经
成为东部的一片宜居之地。

银丰唐郡是唐冶片区目前最大的项目，它的标
签就是“高端”。除了普通的住宅外，银丰唐郡还开发
了洋房、平层官邸和别墅产品。此次踩盘，重点了解
荷花园组团。荷花园组团主要产品为8层、17层的中
端住宅产品，价格相较桂花园低一些，均价为6300元
/平米。桂花园均价在9000元/平米，产品多为大户
型，分布在围子山周围，1 . 1的容积率使不少改善客
群到访看盘。

鲁商凤凰城则是“全配套”。鲁商凤凰城的一期1
-5号楼已经交房。鲁商凤凰城的产品并没有别墅和
洋房，所以在价格来看，属于中等。但是鲁商集团不
仅打造住宅，而是将项目定位于以奥特莱斯为龙头，
集高端购物、写字楼、星级酒店、公寓、住宅等业态为
一体的辐射济南都市圈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所以选
择鲁商凤凰城属于选择“全配套”。

和润幸福城的标签是“教育”，签约山东师范大
学附属第二小学本校；帝华鸿府则成为唐冶片区的

“性价比”，5000元/平米的均价成为销售卖点。
位于世纪大道与唐冶中路交汇处的绿地城的标

签则是“大”。项目一期由花树花城住宅及中央商务
区办公组成，其中住宅部分将打造宜居生态社区，办
公部分将结合区域产业打造省级互联网产业园
区——— E谷。绿地城的产品在90-130平，首次开盘价
格4800元/平起，这个价格也再次刺激了唐冶的整体
价格。但是从去年年初看，均价略有上升，但是整体
稳定。而绿地城未来也将提高价格，趋于市场趋势。

目前，历城区体育中心三馆已经建设完毕投入
使用，唐冶体育公园正式对市民开放，唐冶公交枢纽
启动，唐冶的产业也在慢慢起步，未来或将会有新的
大盘入驻唐冶。唐冶将建成为山水之城、宜居之城、
体育健康之城、现代服务业聚集之城，成为东部城中
城。 (楼市记者 马韶莹)

区域 楼盘名称 主力户型（メ） 价格（元/メ） 优惠活动

东部

泰悦赫府 90-200 9000 电询

凯旋公馆 90-131 9300 五千钜惠五万，最高优惠十万

彩虹湖 130-180 4193起 一次性97折贷款99折

恒大城 130-170 6880起 二期清尾钜惠88折

中海天悦府 85-160 9000-13500 五千抵十万

万科城
76メ两居、96メ小三居、105/115メ大

三居、140メ四居
均价10000 限量特价房，到访有好礼，

保利海德公馆 105-280 毛坯10500 精装14000 保利春季“淘保”行动 最高优惠6万元

万科新里程 81-106 7200元起 千万婚房基金

万科麓山 96、143
96㎡单价11500 96㎡2万抵5万

143㎡单价14000 143㎡2万抵10万

鲁商凤凰城 90、120、140 5380起，均价约6300
1-9号楼购房钜惠交10000元抵35000元；

10-11号楼尊享礼遇交3000元每平优惠200元

鑫苑·鑫中心 78-133 暂无 暂无

德润天玺 90-140 9300 9 . 4折

花园小镇 80-138 8000 交5000享93折优惠

银丰唐郡 90-150 6300 交5000抵3万，首付两房两万，三房三万，限量特价房

鲁邦奥林逸城 93-193 电询 193平户型5万抵8万

舜兴东方 90-280 11500起 商贷9 . 9折 一次性9 . 8折

西部

融汇城 85-140 3999

恒大世纪广场 75-109 6888起 购房88折特惠

鑫苑世家公馆 91-111 6400-6500 双节特惠，每天3套特价房，最高优惠20万

恒大金碧新城 88-136 7050起 8折特惠起，一次性96折 商贷99折

鲁商常春藤 80-130 5000 首付分期，最高钜惠4 . 5万

济南恒大天玺 180-263 8000起 一次性95折 贷款98折 首付特惠99折 两年分期无折扣

金科城 86-140 均价6600 电询

世茂原山首府 80-120 6800 8千抵3万

济南恒大翡翠华庭 140-180 7000 额外85折，一次性95折

济南恒大绿洲

54メ一室、64-77メ两室、99メ两室、

96-102メ三室、134-14メ三室、180メ

四室

5800 首付2万起 享超长无息特惠

龙湖·名景台 95-140 6800-8200 小高层7千抵2万；洋房和商铺1万8抵4万。

万科公园里 92、130、150 单价8500~12000 公园置业基金享受百分之五优惠，新品加推享受百分之五优惠

安泰诚品 87、94、108 8700 一万抵三万

天朗蔚蓝城 87-140 7500 交5000抵5万

南部

绿地新都会 90-170 9000-10000 1万抵2万

中海国际社区 90-170 7000-9000 5000最高抵8万

融汇爱都 85-135 8500 新品加推6999元/㎡起

北部

鑫苑名家 270 11500 清盘特惠

翡翠外滩 140-180 7300 优惠5万抵7万，每周一套特价房

祥泰城 80-120 6700 交5000抵5万，另享6万优惠，一次性98折，按揭99折，准时签约98折

中海华山珑城 78-160 6500-7000 3 . 5万优惠

唐冶：“大”字成楼盘标签

小清河：来访量超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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