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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南都报道，4日
上午，为争抢深圳龙岗坂田万科
金色半山一套房产的控制权，买
卖双方持续对峙。

曾永科属于换房族。他和妻
子在3月底与卖家签订买卖合
同，以总价350万元购买坂田万
科金色半山一套双拼户型。

最初买卖双方的沟通是愉
快的。合约约定在4月5日先行交
房给曾永科，这是考虑到曾永科
与妻子刚育下一个孩子，可提前
装修空置散味。

不过随着“3·30新政”之后房
价暴涨，双方蜜月期结束了。曾永
科说，他了解到这样的房子目前
市值450万元，而卖方认为，这套
房子市值480万。从两人说法来
看，这套房产增值已超过100万。

经过双方多轮谈判，最终达
成加价36万元的共识，并由曾永
科承担过户前的房贷。但是这笔
钱究竟是写入合同，还是一次性
付款，支付方式上双方未能达成
一致。曾永科妻子一度宣称要跳

楼，拒绝在合同上再加价。
卖方谢国义夫妇则坦承违

约，表示要违约到底收回房产，
再听候法院判决。记者了解到，
二手房交易合同中对于违约赔
偿为双倍定金或成交价的20%，
如果法院顶格判罚此案中违约
金最高为70万元，相对于暴涨百
万的房价，仍有利可图。当然如
果法院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则卖
方可能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媒体记者到达之后，曾永
科夫妇打开房门，谢国义夫妇等
众多亲属一哄而入，他们随后开
始清理房间。

双方都报了警。派出所民警
带着协管员赶到现场，一名协管
员意外启动了手持的辣椒水装
置，曾永科怀里婴儿的眼睛也被
喷入辣椒水。房间内一时大乱，
简单冲洗之后，民警带着曾永科
夫妇以及孩子前往医院，而卖方
谢国义夫妇并没有因为意外而
停止清理房间。最后，房屋控制
权重新回到谢国义夫妇手中。

股市忙活大半年，一夜回到
半年前。随着楼市升温再次挤入
热门话题，卖房炒股还是卖股买
房便成为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
长杨红旭表示，去年7月直至今年
一季度，楼市根本挤不进中国人的
主流话题圈，大家只对股市热乎。
但是今年4月份以来，随着深圳房
价一跃而起，随着一线城市地王频
现，随着上海、北京、广州房价涨
起，甚至有人开始卖股买房。

南京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
高级策略分析师温丽君却表示，
牛市仍在半山腰，地产作为投资
品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因为，目
前货币政策仍有宽松空间，居民
储蓄大搬家进程仍在延续，公募
基金规模仍在不断攀升，无风险
利率下行、改革加速的牛市根本
动力并未改变。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任
志强认为，2015年的年底房价上涨
是确定的。4月份的城市房产涨跌
变化已经告诉大家了，少量城市的
销售已从负数变成正数了，可能到
9月份以后就从负变成正的增长。
“现在中央出台了这么多政策，这
只能让我的预测更容易实现，但没
有这些政策，可能也是这种趋势。
投资下降、新开工下降、土地下降，
都是负的，供不应求，肯定会涨。”

据新华社等

卖房炒股

还是卖股买房？

2015年上半年，谷底徘徊一年
之久的中国楼市触底反弹。不过，
观察人士指出，这场由局部楼市升
温带动的反弹蕴含分化隐忧：一些
地区楼市已在酝酿大涨，而另一些
地区却有持续下跌之忧。

今年以来，中央定调稳定住
房消费、多轮信贷金融政策的持
续加力以及各地出台的一系列
宽松政策，促成了上半年改善性
购房需求的持续释放，支撑了楼
市复苏。

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新高”
数据的产生。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
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
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
京、杭州、成都8个重点城市的楼市
交易量普遍走出2014年低谷，甚至
出现多年成交新高。例如，北京市
上半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大涨
91%，杭州、天津两地的二手房成交
则分别创下当地近9年和10年的同
期新高。

今年5月份大中城市房价由
跌入涨的“拐点”显现，百城房价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态势，房地
产市场也在加速回暖。其中，领
涨全国的深圳市6月房价环比暴
涨6 . 58%，同比涨幅高达13 . 67%。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一二线
城市库存压力减轻和投资客的
再度入场，可能在当地酝酿房价
暴涨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一些
三四线城市则似乎出现了政策

“免疫”，楼市难以走出低谷。
一二线城市市场资源集中、

土地热销、市场活跃度高，对楼
市政策的反应也十分灵敏，而三
四线的房地产市场尽管地方托
市政策频频，却在不断丧失“吸
引力”。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指出，这会加剧一二线楼市
的暴涨和三四线楼市的过剩风
险，对两者而言皆是隐忧。而且
基于这种越来越大的差异，官方
在出台全面性的房地产政策时
必须更加谨慎。 据中新社

一二线大涨

三四线过剩

都会是麻烦事

房房价价暴暴涨涨百百万万，，房房主主反反悔悔强强收收房房
深圳一处房产发生买卖纠纷，辣椒水喷到买房者婴儿

66月月成成交交同同比比翻翻倍倍，，烟烟台台楼楼市市亮亮眼眼
分析称楼市已触底，下半年或将稳步上扬

6月成交破4000套，近一年半最多
近日，同策咨询公布2015

年烟台房地产市场半年报，数
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烟台市
内六区新建商品房成交16169
套，同比去年出现上涨。

烟台上半年成交走势呈V
形走势，2月成交量跌入谷底，
跨过“深V”态势，从3月开始到
目前，成交量一直处于稳步上
升阶段。6月份市内六区房地产

新建商品房成交量达今年峰
值，上半年翘尾收官。

6月，烟台新房共成交4008
套，环比5月上涨13 . 9%，同比去
年上涨104%。数据一对外发布便
引发业内外关注。月度成交量突
破四千套，达到一年峰值，成交
面呈现稳步上涨的趋势。根据同
策咨询提供的数据，从2014年1
月开始，截至目前，烟台成交量

一直徘徊在四千以下，6月成交
量再次创下新高。

此外，烟台市内六区新增
供应4158套，环比上月供应套
数下滑46 . 6%，6月楼市新增供
应大幅回落，与成交量相比，供
求关系保持平衡，本月去库存
压力较小。

近期伴随市场对楼市见底
的预期加强，新品推盘与平价

促销逐步吸引观望客户入市，
成为支撑楼市成交的双动力，
楼市成交量稳步上扬。

在刚结束的烟台住宅博览
会上，多家国有房企相关负责
人表示，由于四五月份市场表
现较好，市场暂时不会有太多
需求，对6月的期待不太高，然
而6月数据的公布却令业内人
士吃了一惊。

上半年房价呈W形波动，6月微涨
房价一直是购房者关注的

焦点。同策咨询公布的数据显
示，从2014年12月到今年6月
份，作为三线城市的烟台房价
也出现持续波动，整体呈现出
标准的W形，目前房价走势平
稳。

6月全市六区成交均价
7 0 0 2 元 / 平 ，环 比 5 月 上 涨

0 . 2%，同比去年下滑4%，月度
成交均价稳定。

去年1月到今年6月这一
年半的成交价数据显示，去年
12月份的房价在这一年半内
达到顶峰。

由于每月推出的项目结构
不同，今年1月房价环比出现结
构性下滑，2月份房价环比结构

性上涨，之后一路下滑，5月房价
环比上涨，6月房价也出现微涨，
走出完美W形线。

同比去年，除2月份同比上
涨之外，上半年烟台房价同比
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滑。

房价一直是购房者关注的
焦点，“买涨不买跌”的购房习
惯在本轮楼市波动中经受考

验，观望情绪一直比较浓厚。
据记者调查了解，很多买

房的市民一直对房价本身“吃
不准”。房价跌了担心买了吃
亏，房价涨了认为还有可能再
次跌下去。烟台的库存一直居
高不下，一些看不清形势的购
房者都在等，想看看楼市的“底
线”在哪里。

政策连续刺激，市场或将触底

相关人士表示，烟台房地
产市场的温和回暖，与政策的
连续刺激有关，与库存较大的
房企平价促销有关，与市场的
刚性需求有关，是多方共同发
力的结果。

截至目前，今年央行连续
三次降准降息，此外公积金贷
款首套房首付比例降为2成，
二套房首付比例下调至4成，
二手房交易营业税“5改2”等

等，政策暖风频吹。
就本土政策而言，早在今

年4月份，烟台市住建局等14个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
从行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优
化商品房结构、放宽户型限制
等多方面做出重要调整。

同策咨询相关人士表示，无
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本土政策，都
对释放购房需求产生极大利好。

此外，鉴于烟台新房库存高
居态势，房地产企业也根据市场
供求，展开多种营销方式，平价
促销也促使购房者积极入市。

一线城市早已反弹，烟台
作为三线城市，楼市上半年的成
绩单也能差强人意，下半年房价
怎么走？促销力度怎样？市场反
响如何……都还是未知数。

有分析机构认为，市场触
底的可能性极大，下半年将稳

步上扬，延续上半年的利好态
势，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预
期分化依然严重，市场仍会有
观望情绪。

烟台金石房地产顾问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哲认表示，6
月中股市动荡，人们对股市的
观点分化比较严重。楼市作为
股市之外最大的替代品，股市
暴跌能否给楼市带来利好，目
前还无法确定。

本报记者 张晶

风雨半载，烟台楼市统计情况陆续对外发布。烟台房地产整体温和回升，根据同策咨询数据显示，烟台2015年上
半年新房成交实现五连涨，多家分析机构认为楼市见底的预期增强，下半年市场或将稳步上扬。

相关链接

辣椒水意外喷到婴儿，孩子母亲(中)情绪激动。 南都发

律师：买方可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同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新亮认为，商品房买卖过程中，
如果买方已经付清房款，并住进了房子，那么，买方可以通过法院
让卖方协助过户。如果买方还没有付清房款，即使住进了房子，房
屋实际产权还在卖方，那么卖方终止履行合同属于债权纠纷，卖
方需要承担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针对这种情况，律师张大伟认为，买方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
继续履行合同，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法院会支持买方。

本报记者 时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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