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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室四室销售火爆

单价远远抛开两居室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
狂欢节马上到了，这样的盛事，
房地产开发商当然不会放过。

“我们11月推出了11套特价房，
在原价基础上直降5万现金。”8
日，在二环南路延长线上的一个
楼盘，一进门左侧摆出一幅很大
的特价楼盘价目表，很是抢眼，
上面列出了特价房的位置、面
积、原价，比如两套142平米的小
四居室，分别位于一楼和顶楼，
价格原是134万，现在优惠后是
129万元。

“现在已经签约优质中小
学，将来这里会通轻轨，如今这
样的降价幅度，还是比较有吸引
力的。”该楼盘的置业顾问介绍
说，11月周边同时开盘的楼盘较
多，考虑年末冲刺销售总量，专
门拿出最好卖的房子来做促销。

“一般这个区域的三室四室
均价在1万元左右。”一个楼盘在
半山环抱中，该楼盘的置业顾问
表示，本月开盘，主推139平米和
167平米的三室四室户型。二孩
放开后，多数购房者的心态是有
备无患，三室四室的市场空间更
大。

而在阳光新路延长线的一
个楼盘，8日直接进行了摇号选

房，现场的购房者不少。“昨天最
后一天认酬，送出了5万元的优
惠，还有打折促销活动。”8日，该
楼盘置业顾问直接把各种优惠
算进来后，给记者一个最终买房
价：6层带电梯一梯两户的楼盘，
165平米的四居室和140平米的
三居室单价都在8800-9800元之
间，而92平米的两居室，每平米
单价则仅为5500元，价格远远低
于三居、四居室。

同时，记者在观察三居四居
的样板房时发现，即便是大户型
的房子，现在也不再是一味显摆
电视剧里的高大上，而是更注重
日常生活的琐碎需求，比如玄
关、厨房、卫生间的收纳系统，在
不起眼的地方做了很多柜子，让
日常物品有地儿可放，细致而富
生活气息。

记者在几个楼盘采访发现，
三室四室户型普遍要价都高于
两居室。

部分开发商年底冲量

去库存压力仍然不小

“三室四室热销，和十八届
五中全会启动‘全面两孩’政策
有关，但这只是一种短期刺激，
主要是心理刺激，不要太指望二
孩带来‘婴儿潮’影响楼市走
向。”山东中原地产投资顾问总
监薄夫利分析说，此前的“单独

两孩”效果不好，符合政策的“单
独”夫妇共有1100万对，但到去
年年末申请再生育的只有107万
对，对放开“全面二孩”，他也不
看好能每年多生500万。

薄夫利认为，受去年楼市低
迷影响，不少房企面临不小的去
库存压力。面对年底的销售指
标，促销走量会成为楼市的主旋
律。不少房企打出“双十一”促销
牌也多是出于年度业绩的压力，
希望快速去库存、回笼资金，同
时也为明年的销售打一个基础。

一位郭姓房产业内人士提
出，促销冲量对提升业绩有直接
的帮助，开发商不过是借助“双
十一”打响岁尾抢收战，不仅“双
十一”，接下去的“双十二”、圣
诞、元旦等节日也将会成为促销
的节点，消费者不必急于一时，
房价单边上涨的时代已经结束。

记者了解到，年末往往是房
地产企业加速销售、“冲业绩”的
关键时间。去年“双十一”，就有
多家房企通过优惠活动加速销
售。今年“双十一”楼市促销活动
更为直接，有单家为走量做特价

“割肉”的，也有到处悬挂广告
牌、散布促销噱头的造势促销，
还有的通过各种活动让利客户，
相比之前的开盘促销来说，促销
方式不再是隐晦的活动，有的房
企甚至铺天盖地地发布促销信
息，不少房企虚高定价的水分挤
压了不少。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官扎营小区

确定按时供暖

王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
天桥区官扎营小区已列入2015年度
供暖计划，但一直没有通知收费，
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希望相关部
门落实处理。

济南市政公用局回复：经济南
热电有限公司落实，该小区用热申
请协议已审批完成，现正在进行制
作缴费信息卡工作，待制卡完成
后，预计下周为用户张贴通知签订
合同领卡缴费，届时用户领取缴费
信息卡可正常缴费。但无论何时发
卡，该小区都会于11月12日正常供
暖。

签热计量合同

今年另行通知

杨女士反映：历下区历山东路5

号院，济南热力公司供暖，之前按
照热计量收费，2015年还未签订新
合同，目前供热公司一直让等通
知。

济南市政公用局回复：经热力四
公司落实，今年签订热计量合同的通
知近期会张贴，请用户耐心等待。

盛福花园小区

确保今冬供热

高先生反映：历下区盛福花园
小区，东泰热力至今没有给小区打
压试水，咨询2015年还能否正常供
暖。

济南市政公用局回复：经黄泰
热力核实，此小区的问题公司正在
积极协调，以确保今冬正常供热。
何时打压注水会及时告知，请耐心
等待。

这些供暖的事

有您关心的吗

交交通通违违法法将将纳纳入入诚诚信信档档案案
联防机制将让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借势“双十一购物节”开发商也打起促销战

三三室室房房比比两两室室每每平平价价高高三三千千多多
三年前，马云撬动的“双十一”，已经不再局限于网购

狂欢，而是被各行各业借势促销，就连房产商也想从中分
一杯羹。近日，省城不少楼盘大打促销战，意欲将“双十一”
打造成促销的窗口，借助全民购物狂欢的热情去库存，冲
刺全年的销量。而此时，小三室四室则趁机涨价，两居室房
价格悄悄松动。

文/片 本报记者 孟敏

问暖热线
96706123

开发商促销引来不少看房者。

信用记录将作为行政管理重要参考

自2016年7月至2018年
年底前，济南市计划建设一
批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工程。
其中包括金融业、工程建设、
合同、工业产品生产、行政管
理、城市管理、司法公信、现
代物流等十个领域的工程。

其中，在工程领域，济南
将制定建筑市场各方责任主
体信用标准和管理办法,动
态记录各方责任主体信用信

息,健全信用信息查询、发布
机制,及时向社会公布评价
结果和获奖受罚等情况。

在行政管理中率先实施
信用承诺制度和使用信用报
告制度。将相关市场主体提供
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作为
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参考。

针对普遍存在的“执行
难”问题，加大法院系统诉讼
诚信体系建设力度,完善解

决“执行难”问题长效机制,
探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联合
惩戒体系。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能
够被计入信用档案的事情，也
将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健
全行贿档案查询制度和行贿
档案查询与应用的社会联动
机制，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情
况纳入诚信档案，促进社会
公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2020年底“失信惩戒”全面发挥作用

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需要完善社会信用制
度和信用信息标准体系。在
这一方面，济南将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在信息采
集、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信
用奖惩、征信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管理等方面，推进济
南的社会信用体系制度化
建设；并且依据全省统一
的信用体系基础标准，推
动各部门、行业完善相关
信用标准体系。并将公共
信用信息记录、归集、公布、

使用管理等活动纳入规范
化、法制化轨道。

“济南信用网”将升级
改造为“信用济南”官方网
站，并依托企业公共信用基
础数据库、个人公共信用基
础数据库、非企业法人(包
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等)公共信用基础数
据库以及市级公共信用信
息交换、共享平台，建立完
善“一网三库一平台”的市
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同
时，各部门的信用信息系统

也将与市级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互联互通。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的
建设，济南已经明确了时间
表：到2020年底，全市社会
信用制度和标准体系基本
建立，覆盖全市的信用信息
系统初步形成，信用监管体
制基本健全，信用服务市场
体系比较完善，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全面发挥作用，经
济社会发展信用环境明显
改善，社会满意度明显提
高。

守信用企业和个人将获得更多优惠

济南还将健全社会信
用监管机制。按照全省统一
的信用行业准入制度,加强
征信机构从业人员资质管
理 ,健全监督机制 ,对信用
服务机构加大日常监管力
度。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会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联动机制实现。方案中明确，

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个人和企
业,政府有关部门在市场监
管、政府采购、税费缴纳等
方 面 给 予 政 策 性 鼓 励 , 金
融、商业和社会服务机构可
在授信额度、付款方式等金
融服务和有关社会服务方
面给予优惠或提供便利;对
失 信 行 为 , 通 过 行 政 性 惩
戒、司法性惩戒、市场性惩

戒以及信用信息传播等形
成社会性惩戒,建立失信者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
信联防机制。

同时，济南还将大力培
育和发展各类信用服务机
构,逐步建立信用信息基础
服务和增值服务互为补充、
相辅相成的多层次、全方位
信用信息服务组织体系。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将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日前，济南市出台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方案中
明确，济南将持续推进政务
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司法公信四大重点领域诚
信建设。建立守信激励、失
信惩戒联动机制，守信的企
业和个人将获得更多的优
惠，而如果失信，则将处处
受限。

本报记者 刘雅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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