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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C16 今日烟台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首首付付补补贴贴””活活动动开开启启
即日起市民可报名参与活动

专刊记者 孙芳芳

从年初至今 ,楼市利好政
策一波接着一波，但是不少购
房者仍在观望。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 ,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
购房者 ,其购房需求依然明显
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造成
购房者观望的因素主要有两
个 ,一是楼盘品质 ,二是房子价
格。为了给广大读者和购房者
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楼盘，同
时减轻购房者的首付压力，齐
鲁晚报组织“首付补贴”活动回
馈读者。目前，芝罘站和牟平站
首付补贴活动已经启动，即日
起市民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等途径进行报名。

芝罘站首付补贴活动中，
山语世家所有房源均参与此次
活动。山语世家项目的开发理
念是缔造一个现代中式的高品
质社区，目前一期居住的业主
都是烟台市的高端人群，二期
自在山产品在一期的基础上进
行了更优质的升华。从地理位
置上来说，山语世家处于烟台
交通的中心地段，距离各中心
区域均在15分钟车程以内，同
时又不会因中心区域的喧闹影

响生活的休闲需要，可谓是进
则繁华入眼，退则自在生活。

产品方面，项目最外围沿
青年南路是高层区和商业配套
区，主要满足社区内的商业需
要，同时也将整个社区围合。外
围区之后是四栋11层的景观洋
房，这四栋电梯景观洋房东向
项目主景观，西向内景观组团，
可以说是满目芳华，再向内是
花园洋房区和别墅产品区。近
期，山语世家又推出了自由客
项目，13—68㎡的优选小户型卓
然来袭，全额首付不到1万起，
月供360元起，70年产权在芝罘。

山语世家产品呈现多样化，满
足了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牟平站的首付补贴活动也
同时开启，安德利迎海花园项
目所有房源均参与此次活动。
近几年 ,随着牟平区的经济发
展、周边配套的完善,更多置业
者将目光投向这个区域。牟平
区,特别是滨海东路沿线的地产
项目,一直被业内人士看好,并打
上了“价值高地,价格洼地”的标
签。安德利迎海花园位于滨海
路旁边,与养马岛隔海相望,而且
地处烟台东部开发的核心区域,

随着海景资源越来越稀缺,在这

里投资一栋海景住宅具有非常
大的升值空间。

产品方面，安德利迎海花园
也做到了充分的人性化。安德利
迎海花园位于牟平区滨海东路
与通海路交会处西南方向,绿化
面积达到40%以上,楼间距为70米,

小区实行一户供暖,只要有一户
居民入住,该楼即可供暖。

齐鲁晚报“首付补贴”活动
因减轻了购房者的压力，而备
受关注。目前，芝罘站和牟平站
首付补贴活动已经启动，即日
起市民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等途径进行报名。

自自由由客客小小户户型型公公寓寓开开盘盘备备受受追追捧捧
首付1万起，月供360元起，70年产权

专刊记者 刘杭慧

本报启动了置业山语世家
可领首付资助金的活动以来，活
动得到了市民的热烈好评，自
2015年开年以来，本报陆续推出
的首付资助金的活动在社会上
引起了极大的好评，不仅给购房
者提供了优质的楼盘推荐，更用
真金白银的方式为购房者提供
首付资助金。本次首付补贴的活
动，芝罘站山语世家项目的所有
房源均参与此次活动。

7月5日，山语世家携新产
品“自由客”人性开盘席卷全
城。“自由客”最大的外在优势
就是它的黄金地段。项目地址
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青年南路
929号(黄务中学西侧)，优质的
地段决定了生活的便捷性，交
通极为发达，解放等车时间。青
年路沿线16、50路及机场路沿
线9、19、56、57等多路公交车汇
集，青年南路、港城西大街、绕
城高速等城市主要干道环顾四

周，10分钟即可抵达烟台各区。
自由客目前13—68㎡的优

选小户型卓然来袭，全额首付
不到1万起，月供360元起，70年
产权在芝罘。

“我一直想投资个小户型
的公寓，看了很多项目都有些
不满意，这个项目从13平方米
到68平方米都有，我觉得挺不
错的，最关键是首付比较低，月
供也比较低，我觉得挺合适
的。”开盘当天，孙先生一脸兴
奋地告诉记者，除此之外记者
还了解到，目前公寓全额首付
不到1万起，月供360元起，70年
产权在芝罘。

山语世家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山语世家过去主要针对改
善和投资一族，但是推出的新产
品“自由客”一改昔颜，为刚需族
打开了家门，13—68平方米的极
小户型在烟台极为罕见，不到10

万元就可以置办一套房子，瞬间
秒杀首付和月供压力，总价低投
资灵活，宜住宜投资，解放了资

金，对于刚到烟台创业的人或者
想置办二套房的人以及投资客
来说，都是极具诱惑力的，也是
最佳选择之一。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本报
开通的电话、微信等途径进行
报名。齐鲁晚报工作人员会根
据您的具体情况确认您是否符
合报名条件，报名成功后，凡在
9月30日前购买山语世家房源
的读者将获得齐鲁晚报补贴的
1000元首付资助金。在奖项领
取方面，所有获奖者需在9月30

日活动结束后持报社发放的
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及与项
目签订的购房合同到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处领取。

报名方式：
1、电话报名：拨打报名电话
0535—8459745，留下姓名、联系
方式等信息，齐鲁晚报工作人
员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确认您
是否符合报名条件。
2、微信报名：扫描二维码并添

加“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微信
公众号，发送“山语世家+姓名
+手机号”进行报名，齐鲁晚报
工作人员会根据手机号联系
您，确认您是否符合报名条件。
活动参与流程：
1、报名：市民在活动期间可通
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报名参与
活动，山语世家所有房源均参
与此次活动。
2、奖券发放：经过确认您符合
报名条件后，本报将发放给您
一张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
3、奖金发放：9月30日后举行奖
金发放活动，所有在活动中成
功购房的购房者可凭报社发放
的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及在
9月30日前与项目签订的购房
合同领取1000元首付资助金。

富饶世家

富饶世家剩余少量房源，
珍藏75平方米两房、80平方米两
房，面积适中，为刚需婚房置业
一族的不二之选，总价约43-50

万/平方米，均价6050元/平方
米。项目位于开发区嘉陵江路
西首与206国道交会处，南邻已
经投入使用的烟台汽车西站，
紧邻柳子河，交通畅通，出行烟
台六区极为便捷。

星颐华府

星颐华府“1000万惠民季”
77-104㎡全明两居/通透三居，
最高省9万！长江路·天地广场
旁·金城小学学区房，首付仅约5
-8万！京广沪级35万方街区综合
体的无限繁华，轻松拥有！

中建悦海和园

中建悦海和园，中建信和
地产倾心打造烟台西中心唯一
70万平方米浪漫低密海岸住区。
新品80-120㎡瞰海学区房，交
5000抵10000特惠，现火爆认筹
中。

华明星海湾

6月25日起，华明星海湾推
出“买房就送金条”超值钜惠。
有购房意向的客户，千万记得
要抓紧抢购。本次活动7月24日
就截止哦！

阳光上城

阳光上城三期盖茨公馆，
依60万平方米繁华大城，90席珍
罕价值公馆，57/67/95/101平方
米宜商/宜住/宜投资/宜养老，
首付仅需一成，即可在中心地
段安家！更有稀缺投资型两房66

平方米起，全款16 . 7万起。

天伦嘉园

62—73㎡温馨两居火爆来
袭！一万抵两万，青年力作限量
发售，给年轻人的优惠毫不手
软！一万抵两万，一次性98折，按
揭99折，限定期限签约再享99

折！天伦席位确实有限，望抓紧
时机，最新信息与优惠请持续
关注天伦嘉园最新动态。

福地尚苑

4 6 8 0元 /㎡起，福地尚苑
79—93㎡城心多层洋房，福海路
旁，格迈纳尔重点学区房，6月浓
情特惠月，超低起价4680元/㎡

起，首付五万，轻松置业，还有
15888元家装基金和5888元家电
基金，限时赠送，8月交房。

金地格林世界

金地格林世界三期，是专
门为年轻人打造的梦想社区。
金地格林梦想+本次共推出4栋
楼，分别为6号楼楼王：面积126

平方米，18层小高层，一梯一户，
南北通透，新贵户型，均价6000

元/平方米。5号楼和8号楼：面积
77平方米、82平方米和95平方
米，18层小高层，两梯四户，金地
经典小户型，无面积浪费，超低
首付，均价5700元。7号楼：面积
77平方米、82平方米和95平方
米，27层高层，经典小户型，65米
超宽楼间距，超高性价比，均价
5500元。

楼盘优惠信息

山语世家项目效果图

房房产产维维权权
法法律律热热线线：：1188666600009955770077

房房产产维维权权法法律律热热线线为为市市民民答答疑疑解解惑惑

为了帮助读者解决各
种房产纠纷，本报开通了房
产维权法律热线，邀请专业
房产律师为读者解答各类
涉及房产的法律问题，同时
进行案例解读，将各类可能
产生的房产纠纷防患于未
然。房产维权法律热线开通
后接到了众多读者的来电
咨询，本报邀请专业律师进
行了解答，同时对于比较典
型的问题进行了如下解析。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房
产方面的纠纷，可以继续通
过本报房产维权法律热线
18660095707进行咨询。

1、关键问题：未经其他共同所
有人同意买卖房屋，行为是否
有效？

芝罘区刘女士称今年3月
份经房产中介介绍，按市场价
购买了王先生名下的属于其
夫妻共有的房屋，刘女士已经
支付王先生全额购房款并办
理了产权转移登记。而事后王
先生妻子得知后起诉到法院，
要求法院撤销刘女士与王先
生的买卖行为，刘女士想知道
王先生妻子起诉是否能获法
律支持？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王先生妻子的诉讼
请求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因为
刘女士为善意取得，已经支付
全额购房款且涉案房屋已经办
理过户登记，但王先生妻子可
向王先生诉求追偿损失。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共有权人擅自处分
共有房屋，属于无权处分，若该

行为未经过另一方的追认，原
则上是无效的。但法律为了保
护善意第三方的利益和交易秩
序的稳定，通常有条件地承认
第三方交易行为的有效性。所
以购房者在购房时一定要征得
全部产权人同意以减少日后不
必要的纠纷。
2、关键问题：将房产赠予儿子，
儿媳是否具有份额？

芝罘区吕女士咨询：打算
将个人住房赠予儿子，但如果
儿子离婚，儿媳是否有份额？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根据《婚姻法》规定，
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夫
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
方因继承或赠予取得的财产，
如果没有明确只归受赠方或继
承人个人所有的，原则上应当
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如果父母要将个人
房屋单独赠予自己子女最好通

过做公证和律师见证的方式进
行书面赠予。
3、关键问题：解除商品房买卖
合同，贷款如何处理？

高新区吕先生咨询：其于
2013年在高新区购买商品房一
套，办理按揭贷款，合同约定开
发商于2 0 1 4年1 2月3 1日前交
房，但开发商至今未交付房屋，
吕先生打算与开发商解除商品
房买卖合同，但不知银行贷款
如何处理？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商品房买卖合同是
主合同，贷款合同为从合同，主
合同解除从合同自然解除，同
时吕先生可向开发商主张因贷
款而产生的损失。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近期因开发商延迟
交房导致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
案例特别多，购房者在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同时要着重留意下
相关损失的计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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