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山山语语世世家家房房子子就就能能领领11000000元元补补贴贴
专刊记者 刘杭慧

自本报启动了置业山语世
家可领首付资助金的活动以来，
活动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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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年轻人而言，买房置业
已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功课之
一，而区位、配套、房价都是不少
年轻人在意的因素之一，山语世
家位于烟台生态新城，东邻青年
南路，南邻港城西大街，西依苍
翠马山、蓁山，北至规划路，是芝
罘区连四区远及全省各地的枢
纽，片区内种植花卉比较集中，
绿化率高，生态环境佳，被誉为
烟台的“南花园”。

山语世家的开发理念是缔
造一个现代中式的高品质社区，
为此项目做了很多独具特色的

设计，比如大小院落的围合，超
高的绿化率，超宽的楼间距等。
目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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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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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会有
超市、银行等日常生活的必须配
套入驻，为业主的生活提供最大
的便利。事实上项目周边目前配
套已经非常成熟，黄务中学、黄
务商业街、市场、银行、医院等一
应俱全。烟台重点中学三中也即
将投入使用，两分钟可以到达城
际轻轨芝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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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面
积也是135—147㎡的一梯两户方
正户型，其中顶层赠送全面积顶
跃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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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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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划中，突出了合院布
置和绿化及景观小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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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3 5— 8 4 5 9 7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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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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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日前与项目签订的
购房合同领取1000元首付资助
金。

安安德德利利迎迎海海花花园园看看房房团团报报名名火火爆爆
专刊记者 夏超

由本报携手安德利迎海花
园组织的“购房补贴”活动一经
报道，便有很多读者报名参加。
今天一大早，记者就接到了李先
生的报名电话，“我一直想在牟
平买套海景房投资，‘购房补贴’
活动第一天见报就开始关注了，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实惠。”据李
先生介绍，平时工作忙没有机会
了解牟平的房产信息，这次赶上
安德利迎海花园“购房补贴”活
动，正好趁此机会购置一套。

“现在在牟平购房不管是居
住还是投资都是非常值得的，这
里的房价比烟台其他区域要便
宜很多。”张经理跟记者算了笔
账，安德利迎海花园的海景房均
价才6200元，买下一套65万元的
房子，保守估计按照两成来算的
话，几年后至少也会增长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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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动车的
开通，烟台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更
加便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置业
者将目光集中到烟台，房价也势

必会提升。
安德利迎海花园的销售经

理告诉记者 ,“在很多城市，凡是
靠近交通枢纽的楼盘必将会大
幅升值。”据了解，安德利迎海花
园周边交通便捷，向东可以快速
到达牟平区其他地方；沿着滨海
路，一路观景即可连通高新区、
莱山区、芝罘区。除此之外，烟威
高速、荣乌高速等城际交通枢纽
也在项目的周边经过，蕴藏着巨
大的升值契机。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本报开
通的电话、短信、微信等途径报
名获得参与资格。报名参与条件
很简单，只要您之前没有参与安
德利迎海花园的看房活动，您就
可以参加这次首付补贴活动。报
名成功后，凡在9月30日前购买安
德利迎海花园的读者将获得齐
鲁晚报补贴的1000元首付资助
金，同时可参与抽取万元首付大
奖。在奖项领取方面,所有获奖者
需在9月30日前持与安德利迎海
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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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0095726，留下姓名、联系方式

等信息。
2、短信报名：您可以编辑短信
“安德利 +姓名 +手机号”发送
到18660095726报名，收到回复
即为报名成功。
3、扫描二维码并添加“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安德利+姓名+手机号”进行报
名。
注：报名者需之前没有在安德利
迎海花园项目看房。

活动参与流程：
1、报名：购房者在活动期间可通
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报名
参与活动。
2 、领取 1 0 0 0 元首付资助金奖
券：成功报名后，本报将发放给
您一张 1 0 0 0 元首付资助金奖
券。
3、抽奖：
9月30日举行抽奖活动，所有在
活动中成功购房的购房者都可

参与抽奖。根据购房成交者数
量，设置最高奖项，如果成交者
在 1— 5人，则最高奖项为 5 0 0 0

元；如果成交者在 6— 1 0人，则
最高奖项为10000元；如果成交
者在 1 1人以上，则最高奖项为
20000元。获得首付大奖的市民
将不再额外享受1000元首付资
助金，未中首付大奖者，可凭
1000元首付资助金奖券和购房
合同，获得1000元首付资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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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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可拒

绝接房？
2011年11月，市民李女士与

开发区一楼盘签订《商品房买卖
合同》，约定2015年7月30日前交
房。近日，李女士收到接房通知
验房时，发现房屋生活阳台铁栏
杆与公共露台铁栏杆相连，且有
室外电线搭在该公共露台的铁
栏杆转角处，李女士便以房屋需
要整改为由不予接房。李女士咨
询，房屋存在安全隐患业主是否
可拒绝接房？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房屋虽验收合格，但
公共露台搭接的室外电线不符
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及验收规
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李女士
有权拒绝接房，开发商构成违
约。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或不能满足基本使用功能时，
购房者可以拒绝接房。开发商交

付的房屋是否符合交付条件，购
房者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拒绝接
房，一要尊重当事人的约定；二
要看是否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
标准；三要考虑房屋存在的质量
瑕疵是否能够满足房屋的基本
使用功能。
2、房屋出现质量问题该怎么办？

市民张先生2010年在芝罘区
购买了一套商品房，2011年张先
生发现该项目未通过验收就把
房屋交付给业主，同时房屋出现
了明显的质量问题，多次与开发
商接触，该公司迟迟不予维修，
同时还私自改变地下室承重墙
结构，使该楼房的安全受到威
胁。张先生咨询，房屋出现质量
问题该怎么办？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如出现商品房质量不
合格，业主可以先到建设部门申
请检验，也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房屋质量，是业主投
诉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小到一扇
门窗，大到整个建筑，都会给业
主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而房屋
质量纠纷，解决起来又是老大难
问题，涉及赔偿就更难。一些不
负责任的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对
常见的质量问题往往敷衍了事，
不解决根本问题。一些严重的质
量问题业主又很难出具权威证
明，因此很难得到开发商的赔
偿。
3、购买的楼盘与之前宣传不符
怎么办？

市民魏女士2015年在莱山区
购得一套商品房，魏女士反映
称，当时是在售楼小姐误导下签
订了购房合同，但经过仔细考
察，发现该公司的广告宣传内容
与实际情况有很大误差。魏女士
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押金，但是

一直未得到开发商的明确回应。
魏女士咨询，一旦碰到开发商虚
假宣传该怎么处理？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解答：当事人行使权利、履
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
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依法属无
效合同。本例中，售楼小姐通过
虚假宣传，诱使魏女士与其签订
合同，具有欺诈性。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魏女士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变
更或者撤销合同，并要求开发公
司赔偿自己因此遭受的损失。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提醒：购房者在购房时尽
量要求开发商将广告里的宣传
内容等写进《商品房买卖合同》
或补充协议中，或者用照片、视
频 等 固 定 该 宣 传 材 料 里 的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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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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