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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房5100元/㎡

好房子，眼见为实

黄女士的孩子五一结婚，她
一直盘算着给孩子买套小区环
境好、又能立马能住的房子当婚
房。黄女士前前后后看了六七个

楼盘都没定下合适的来，直到最
近去了泮河小镇。整个小区全部
是现房，区内环境干净整洁，让
全家尤其是亲家十分满意。

精打细算的黄女士还算了
一笔账，以她此前看的一处期房
为例，房价4700元/平方，2年才能
交房，按照现行贷款利率5 . 9%计
算，两年后相当于5 2 7 0元/m 2左
右，光利息就5 7 0元/平方，还没
算上2年租房所需的租金。而泮
河小镇的现房价格仅5100/m2，算
一算比期房便宜，孩子结婚时也
能即刻入住。

小区内暖气、天然气、幼儿
园都已经使用，整个小区一次性
全部交房，景观、环境、户型全部
一目了然，还能避免入住后再施
工带来的噪音、尘土、安全隐患
等问题。

超低公摊

将居住面积最大化

黄女士通过对比，了解到泮
河小镇公摊比其他项目小，是难
得的超低公摊小高层。同样100平
方的房子，泮河小镇套内面积比
一般项目大10平方左右，买房就
是用来住的，套内面积越大买的
就越值，住的更舒心，花钱知道花
在哪里。

采光通风好的房子太少

稀缺资源不可复制

黄女士说，刚进小区看房时
就被大面积的绿化吸引了，楼间
距大，小区广场也十分开阔，16层
的板楼、两梯两户、南北通透，采

光太棒了。
同样130亩地，绝大多数小区

都2000多户，在泮河小镇，仅1300

多户，看了现场都觉得泮河小镇
是在浪费土地，眼见为实的优美
开阔空间，让人心旷神怡，业主在
这里享受到的是更大楼间距、更
大绿地、更大广场。

同时泮河小镇区位绝佳，位于
泰城西部绝版核心地段，距京沪高
铁泰安站恰好1000米，出行方便还
能避免高铁噪音干扰，鲁商银座商
城已经落户在此，还有家门口的光
彩大市场，生活十分方便。

浪漫四月，泮河小镇正在开
启“玫瑰、教堂浪漫之旅”，带领大
家到中国玫瑰之乡——— 平阴，体
验玫瑰天堂的魅力。车费、午餐全
部免费，您还等什么，快去泮河小
镇销售中心报名吧！ (杨思华)

又有6个项目预售

前三周楼市量增价稳

春季是房地产传统的成交
活跃期，虽然今年市场没有迎
来期待中的小阳春，但是随着

“ 3·3 0”新政的出台落地，市场
反应明显，不但售楼处来电来
访明显增加，成交量也颇有起
色。“我们这两天成交了 1 1套，
自打过年还没遇到过这么好的
时候呢！”一位销售经理说，进
入 4月份，市场明显回暖，销售
人员也都精神振奋。“现在大家
都在抢市场，不会真涨价的。你
可以关注一下各楼盘的实际成
交价，其实波动并不大。”面对
不少楼盘的涨价传闻，该销售
经理说。

此 次 回 暖 也 并 不 是 普 惠
的，楼市的二八分化在进一步
加深。有人正享用着胜利的果
实，也有人连残羹冷炙都吃不
上。房产交易中心的网签数据
显示，新政策出台 3周以来，泰
城各类物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增长局面，但涨幅并不太大。这
说明在一些楼盘热卖的同时，
还有不少楼盘并未走出寒冬。

截至记者 2 2日发稿前，全
市共成交各类房产6 0 0余套。其
中，第一周 ( 4月 1日— 5日 )成交
各类房产 1 4 0套，第二周 ( 4月 6

日—12日 )成交各类房产190套，
第三周 ( 4月13日—19日 )成交各
类房产 2 4 5套。相比 3月份前三
周呈波浪状的成交情况，4月份
前三周成交情况可以说是稳步
上升的。可以预见，4月将迎来
一个翘尾行情。

此外，泰城4月份前三周共
有6个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可
售套数8 3 4套。其中天房美郡国
际城共有3 7 0套可售，徐家楼开
发工程1 0 5套可售，鲁商国际社
区·红麓可售 1 4 2套房，鲁商国
际社区·红郡共有 4套可售，泰
安恒大城共有1 9 9套房可售，恒
大城配套公建 1 4套可售。这些
新品房源上市，势必刺激楼市
成交量。

卖的好得还是刚需户型

改善性需求正在释放

近日，在天气回暖和新政陆
续落地的双重影响下，楼盘活动

多了起来，市民置业情绪也渐渐
高了起来，单从楼盘活动人气上
就能看出这一点。

4月上旬，云谷·御和苑的大
白智能管家系统推介活动，前期
就因为街头“大白”的快闪吸引
了不少市民的目光，活动现场更
是人气火爆。华新·奥源时代也
面向全城盛大公开，产品说明会
吸引近千人前来争睹，充分体现
市民的购房热情。

从产品在售户型上来看，大
部分4月份成交的产品户型仍以
刚需户型为主，新华城南郡、安
居·幸福里、永盛·世纪康城、龙
居园、宝盛广场等项目都售出多
套刚需产品。

此外，二套房首付比例降低
也释放了部分改善性需求，鲁商
国际社区、五矿·万境水岸、京润
华庭、碧桂园、润英美庐等改善
型项目，4月份也有少量成交，东
苑香墅仅上周就售出9套房源，
对于改善型住房来说，成绩相当
不错。

中齐·国山墅进入4月以来
销量也保持在日均近1套的速度
销售，工作人员表示，预计在本
季度内，还有可能迎来新一波的
销售高峰期。

楼盘存量依然多

买房挑选底气足

前几年的黄金时代，只要手
头上有块地，很多人闭着眼睛也
可以赚钱，而且仅靠土地的增值
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时移世
易，当土地红利难以为继，市场
供大于求，竞争日趋激烈，做房
地产不仅不一定赚钱、还会亏
钱，甚至会拖垮资金链时，退潮
之后谁在裸泳，就显露无疑了。

从房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
来看，截止到上周日，泰安市可
售期房套数有31320套，总可售面
积4392148 . 17平方米，住宅套数
21011套，住宅面积2634323 . 46平
方米，供应仍然过大。在这种环
境下，优胜劣汰、市场分化的趋
势日益明显。在激烈的市场争夺
之下，比的就是房企的综合实
力。

“现在顾客见多识广了，来
看房经常提出各种专业问题。比
如有个顾客就问置业顾问，正负
零以上每平方米的钢筋含量是
多少；还有顾客询问小区以后的
管理、绿化成本、景观维护等问
题。有些我们置业顾问还真答不

上来。”长城路一楼盘的案场经
理说，随着全国性房地产企业纷
纷进驻泰城，他们带来了先进的
开发理念、优质的楼盘样板和优
美的景观示范。本地购房者已大
开眼界，不在满足于原来兵营式
排列和简单绿化的住宅小区。

她表示，基于各楼盘品质不
同，市场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有
的楼盘天天都有成交，一周卖几
十套，有的项目用尽宣传手段，
成交却没有起色。

楼盘多渠道抢客源

选特价房先综合考量

楼市升温之时，开发商的促
销手段层出不穷，然而历年来的
市场规律显示，同一个区域，往
往实力强大的开发商打造的高
品质明星楼盘吃大餐，其它楼盘
只能喝汤。

一些不甘于平淡的楼盘，往
往会利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抢夺
客源。比如报价远低于周边行情
的特价房、在其他售楼处门口截
留看房客、利用小礼物或空头承
诺诱导看房者前往买房等。

业内人士提醒，大家购买特
价房看仔细，不能只图便宜。很
多楼盘为了促销走量，优惠力度
空前，颇受购买力一般的刚需族
青睐。但是部分特价房可能在产
权、户型、位置等方面存在问题，
购房者如果想省钱购买特价房，
一定要了解清楚再出手。

想要购买学区房的，还要问
清楚房子是否属于附近学校的
学区。有的项目可能紧邻某所学
校，但因为中间隔了一条路，可
能就不属于那个学校的学区了。
还有些楼盘虽然属于附近学校
的学区房，但是学校可能会出于
某些原因拒绝接收该小区的生
源。

“首先家长要多了解学校的
招生政策，学校划片也会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微调，家长买房前尽
量向学校或相关部门咨询，确认
买的房子是否在学区内。”业内
人士说，除此之外，还要考虑落
户问题，购房时尽量把户口转到
房源所在街道，以免入学时因为
房产证和户口不符影响正常就
读。“之前就有家长没了解清除
稀里糊涂在学校不远处买了套
房子，结果不在学区之内，也没
让孩子上成好学校。”

政政策策利利好好启启动动楼楼市市““小小阳阳春春””
四月前三周泰城各类房产成交600多套，各楼盘促销揽客

泮河小镇浪漫玫瑰之旅即将开启———

超超低低公公摊摊、、现现房房火火爆爆抢抢购购中中

泰城楼市产品多种多样价格不一，让不少购房者买房时犯了愁，最近刚在
泮河小镇签了购房合同拿到钥匙的黄女士，用自己的买房经历向泰城购房者
证明，现房、公摊小、楼间距大，绿地大当属泮河小镇。

当楼市政策层层松绑，限购限贷次第放开，回暖成为经
常提起的词汇。从近段时间市场反馈来看，楼市也确实如当
下天气一般迅速回暖。虽然从交易数据上看，政策的直接刺
激作用比预想的缓冲期要长，但是为刺激购房者出手，房企
正加大促销力度揽客。可以预见，楼市正迎来买房季。

本报记者 梁敏 杨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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