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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精装房，举刀还要砍到位
葛楼市新评
本报记者

刘万新

近日，针对市场上精装房
存在的诸多乱象，济南市相关
部门出台文件对预售商品房的
装修进行规范，核心有两条，一
是要求装修商品房要明示装修
价格，第二是严禁改变商品房
的装修设计标准。
这则规范精装房的政策出
台非常及时，直指最大的市场

乱象精装房问题，是对房地产
进行精细化调控的举措，落实
了中央“房住不炒”的楼市大政
方针，是对近期国家针对30 城
楼市调控升级的有力回应，有
利于维护购房者的利益。
但是济南市精装房政策出
台后，根据近日调查情况看，精
装房市场仍存在三种问题。
第一
种情况是，部分楼盘规避调控，
仍对房价进行拆分，
借精装修大
幅变相涨价；第二种情况是，个
别楼盘对精装房没有公示，
或者
公示了没有主动告知购房者，
再

或者只公示了装修标准，
没有公
示具体价格；第三种情况是，部
分楼盘虽然公示了价格，
但是价
格存在虚高现象。
利用精装房进行网签价格
拆分，其实是变相抬高了市场
价格，规避政府监管，扰乱了市
场秩序，不符合现在的宏观调
控政策。而不公示精装标准及
公示精装不到位，实际上是对
购房者权益的无视，一旦到交
房环节，往往会因为装修标准
产生无数纠纷。从以往来看，有
精装经验的开发商都疲于应

付，对于那些初做精装修的楼
盘，最后买卖双方都会因此而
伤痕累累。
虽然此次新规对这两条都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监
管措施上，尚没有明确的说法，
也导致一些开发商在新规出台
后，仍然作出了违规行为。因此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出台更为
详细的监管细则，真正把这一
好政策落实到位。
至于精装房的精装标准及
定价问题，那就不是建委一个
部门的问题，需要物价部门配

合，各部门一起努力，制定行之
有效的一套政策。
目前来看，无论是从全国
和山东的政策，还是从资源调
配的角度，精装房都是大势所
趋，但是从毛坯房到精装房，产
生的市场乱象确实也很多，要
做到位还需要很大一步，这一
过程中需要更完备的政策监
管。
政府此次出台政策规范精
装修市场，已经表示了决心，刀
已经举起，不过只有砍到位，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西 客 站 片 区 ：刚 需 向 改 善 型 发 展

下半年项目集中入市，价格将趋平稳
近年来，济南西部新城发
展步伐逐渐加快，各种商业配
套等也在完善，特别是济南国
际医学中心的规划和建设，让
片区发展潜力越来越大。随着
片区发展，入住人口增多，楼市
也迎来上涨的行情。近日，记者
来到西客站片区进行深入探
访，片区在售楼盘不多，大多数
项目将集中在下半年开盘，片
区房价已经超过两万，预计下
半年将有更多改善型产品入
市，房价或趋稳。

本报记者

谷婉宁

西客站片区项目扎堆
新盘多集中下半年入市
随着西部新城发展加速，片区
的楼盘逐渐增多，从过去楼盘少销
量低的状态，到如今楼盘扎堆，购房
者 热 情 上 涨 ，确 实 变 化 不 小 。7 月6
日，记者实地探盘发现，目前西客站
片区有地平西棠甲第、鑫苑世家公
馆、西部新城济水上苑、金科城等近
三十个项目，大部分项目集中扎堆
在片区西北部。
片区内别墅、洋房、小高层、高
层产品均有，以精装修产品为主，还
有部分毛坯产品。鑫苑世家、地平西
棠甲、锦绣首府第等楼盘，都陆续推
出 洋 房 、小 高 层 、高 层 的 精 装 修 产
品，该片区内的精装修产品价格基
本在16000元/メ ——
— 18000元/メ 左
右，但随着后期高价拿地的开发商
入市，价格依然有上涨空间。
该片区内的毛坯房价格相对较
低，济水上苑、杨柳春风等楼盘还有
部分毛坯房，据济水上苑置业顾问
介绍，由于政府限价，这里的价格在
13500元/メ 以内，该楼盘大部分楼
栋已经售罄入住，目前所剩房源不
多，但后期还会有加推。记者又来到
杨柳春风售楼处了解，但是目前毛
坯房产品还未定价，预计11月份开
盘。
虽然西客站片区项目众多，但
售楼处并不是很火热，因为目前开
盘在售的楼盘较少，大部分楼盘集
中在7月中下旬、8月份，或者8月份
之后开盘、加推。

配套逐渐完善
片区内房价已突破两万
自2011年西客站建成，片区内
的入住率逐渐增高，各种配套建设
2017年宜家、麦德龙
开始提上日程。

西客站片区供应并不多

超市的开业，助力西部新城发展更
进一步，填补了济南无国际性商超
6月8日，济南国际医学中心
的空白。
规划草案出炉，该片区总面积35平
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24万，重点打
造“ 医 、教 、研 、产 、养 ”五 大 产 业 集
群，将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
防保健、健康旅游、康复医养为一体
的大健康产业园，弥补西部医疗产
业发展的不足。
6月28日，
36个新动能项目集中
签约落户槐荫区，济南西部也将迎
来首个商业综合体。据悉，该项目将
于下半年动工，包含酒店、办公、购
物广场、公寓等业态，预计2021年商
业部分开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
目位于济南国际会展中心西侧，总
建 筑 面 积 达107 万 平 方 米 ，投 资 约
100亿元。
随着西部新城医疗、商业、交通
等配套的丰富，片区内的生活及产
业配套逐步完善，济南西部新城迅
速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愿
意在西部安家置业，开发商大量入
驻，高价拿地，而房价也跟着水涨船
高。
记者在中建锦绣首府的售楼处
了解到，西客站片区内新入市的楼
盘中建锦绣首府房价将要破2万元。
据该楼盘置业顾问介绍，该楼盘售
楼处近期刚刚开放，属于精装修产
品，目前还未开盘，房价未定，价格
区间会在24000元/メ —26000元/メ
之间。
“ 去年年底，中建在西客站片
区拍得4个地块，当时的楼面价就已

破万元，所以今年产品入市后的价
格至少要在两万以上。”置业顾问说
到。

改善房源成区域主力
下半年楼市将平稳度过
“随着西部新城的配套规划越
来越清晰，片区内人口增多，像龙湖
名景台等高端改善型的楼盘开始逐
渐涌现，也受到不少购房者的追捧，
这说明西部片区逐步从刚需向改善
型发展，这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如果今后一段时间，没有
新的政策调整，整个西客站片区将
进入到一个价格平稳的阶段。”山东
财经大学房地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孙大海说。
未来西客站片区或许会跟长清
片区实现真正地片区融合，虽然现
在两个片区中间还有很大的空档，
但随着轻轨、高架等连通道路的发
展，会让彼此越来越“近”，也会跟黄
河北实现联动，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虽然目前西客站项目众多，
但是
新房的供应并不多，
对于想要在西部
置业的购房者，
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
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大海也给
予了建议，
“ 下半年西客站片区的房
价走势会比较平稳，
倒不急于一时买
房，但如果有刚需、改善需求的购房
者，
真的有需要，
该出手时就出手。
如
果是要进行投资，
目前并不是一个很
好的时机，
下半年房价的上涨空间并
不大，
暂时可以等一等。”

葛楼市资讯

济 南 鲁 能2018 泰 山“ 平 安 少 年 ”
安全知识选拔大赛启动仪式举行
7月6日上午，泰山“平安少年”安全知识
选拔大赛启动仪式走进鲁能领秀城社区，以
润物无声的方式，普及青少年安全知识.泰山
“平安少年”安全知识选拔大赛是第32届泰山
国际登山节系列活动之一，通过线上安全知
识问答、线下安全知识研学游等多种方式，选
拔出32 名7-12 岁泰山平安少年。届时，与奥
运冠军、文化名人以及各界成功人士，一起向
全国人民发出倡议：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
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号召全国青少年
及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安全问题，传达平安、健
康、快乐的祝福。线上安全知识问答采用爬泰
山的创新游戏形式答题闯关，不单调、不灌输
的方式教给孩子安全知识。成绩优秀的小朋
友将获得荣誉证书和丰厚的大奖。线下安全
知识研学游为期三天，在风景优美的景点举
办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
于乐中掌握安全知识，健康成长。启动仪式最
后，山东省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山东省体育总
会、泰安市体育总会、泰安市体育局产业办等
领导与奥运冠军林伟宁、山东鲁能亘富开发
有限公司领导共同为活动启幕。
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济南鲁能将社
区里孩子的安全视为首要责任，细心呵护孩
子健康安全的成长。我们满怀敬畏与憧憬，希
望倾尽全力把所有专业且用心的美好传递给
鲁能业主，善待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环节，真正
让孩子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