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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焦点

品牌房企

成“十一”楼市主角

在走访的10家楼盘中，绿地
国际花都、中海国际社区、鲁能领
秀城等品牌房企楼盘人气相对较
旺，其他多数楼盘售楼处比较冷
清。据了解，育英中学、胜利大街
小学第二校区的进驻，极大地促
进了鲁能领秀城的销售，7天假期
客流不断，学区房价值凸显，教育
资源俨然成为影响置业者购房的
首要因素；在绿地国际花都售楼
处，记者看到二三十人一拨接一
拨，售楼处显得热闹非凡。项目负
责人告诉记者，因户型与价格的
双重优势，国际花都刚需置业客
群占很大比例，多为购买婚房的
年轻置业群体，来访的中老年群
体也是为孩子购买婚房，还有少
部分客群，因看好西客站辐射力
而投资国际花都；中海国际社区
在黄金周期间齐推精装、毛坯住

宅，有26套房成交的好成绩。
10月1号开盘的建中大学仕

花园，推出139套98平米、130平
米两种户型。据项目销售经理介
绍，首次置业客群高达80%，17
套98平米房源被快速消化，130平
米户型销售紧俏，“受限购、限
贷政策影响，‘一步到位’客群
占有很大比例，在本次开盘中表
现得很突出。”

整体观望情绪

依然浓厚

国庆节前，记者调查统计约
有40余楼盘推出优惠活动，备战
“十一”，但假期过后，开发商
所希望的“以价换量”的局面却
并未出现。多位营销经理表示，
十一黄金周购房者的观望情绪依
然浓厚，国家出台的楼市调控政
策影响很大，同时加上假期出游
因素的影响，购房需求延缓释

放，因此国庆期间楼市较冷清，
成交数字不乐观。

在市场没有实质性降价之
前，部分楼盘的“小恩小惠”已
经无法打动多数刚需客群。在某
售楼处，记者采访了为儿子买婚
房的张女士，她两天时间看了周
边6个楼盘，仔细总结了所选楼
盘的优点、缺点。她表示目前购

房有多样选择，入市新盘也较
多，可选余地很大，没有必要着
急下单。李先生集中三天时间四
处看房，“本以为十一购房优惠
力度会很大，但一圈看下来，并
没有实质性优惠折扣，现在的打
折幅度还不到我的期望值，”李
先生说道。

楼盘降价优惠在无形中影响

着市场预期，使得购房者对后市
的观望情绪升温，并期待会有更
大幅度的降价举措。而目前的市
场给开发商的定价带来不小的难
题，由于市场上的项目已经普遍
给出了优惠政策，因此小幅的调
价已经不足以吸引购房者。在这
种矛盾兼行中，楼市观望态势还
将继续。 (楼市记者 陈晓翠)

观望浓厚 品牌发力

“十一”楼市冷热不均

百姓买涨不买跌，这好
像是一个永远的购房指导
思想。就市场来讲，今年别
指望有大的收获。从销售量
来说，去年整体销量260万，
今年预计不到300万，而10
月份的量不会大幅下滑，因
为济南市场没有经历大起
大落，一直很平稳，从成交
曲线上看，各月成交呈平滑

态势。目前在济南的开发企
业理念不一样，一些上市公
司追求快进快销，从价格上
做的调整比较大，而本土企
业和一些中小公司则是根
据自己开发的实际情况来
调整销售速度和价格，而不
完全是随着别人的脚步走。
市场发展方面，下一步关键
看政府的调控力度，如果取

消限购，市场可能会回暖，
将再次出现报复性反弹。对
于大家都在议论的开发企
业小恩小惠，没有实质性降
价，我们认为这要看你怎么
去比较，当前房地产开发已
经在脱离暴利行业，由于成
本因素，项目打九折就已经
是很明显的降价优惠了。

(楼市记者 田园)

时间：10月1日
楼盘：大学仕花园
姓名职业：小王 计算机行业

10月1日，位于二环南路
七贤广场附近的大学仕花园
开盘，在开盘现场记者见到了
准备买房的王先生，王先生
1985年出生，老家在浙江。

和所有的购房者一样，小
王不到8点就早早来到了现场，

焦急地等待着。小王告诉记者，
自己工作没几年，收入也只能
算是中等，为了将来结婚用，自
己和家里沟通后，打算在单位
附近买套两室的房子。

七贤广场附近的楼盘并
不多，经过多次了解后，小王
看中了附近的大学仕花园，而
且这个项目正好也有98的两
室。

9点多的时候，选房开始，
一连几次摇号都没有摇到自
己，小王有点着急，眼看着外
销控板上的17套98的房子被

陆续的网上贴着标签，小王两
手紧紧地握着。

到了10点多，只剩下顶层
最后一户，随后没几分钟，最
后一户也订出去了。小王这次
开盘买套98的房子的希望彻
底破灭。记者问小王，怎么不
买套三室的，他表示资金有
限。

最后，小王很无奈，他告
诉记者，回头看看该项目后期
还有没有98的两室，如果有的
话等后期再买，如果没有的话
再考虑周边的其他楼盘。

格置业心态调查

时间：10月7日
楼盘：丁豪广场
姓名职业：颜先生 从商

10月7日，记者来到位于
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南侧的
丁豪广场，在售楼处1层记者
遇到了置业顾问翟先生和买
房的颜先生夫妇。 颜先生告
诉记者，他们夫妇就住在对面
的莱茵小镇，这次过来看房
子，主要是想把外地的父母接

过来住。
在置业顾问的介绍下，他

觉得给父母住的话，40的太小
了，120的公寓又大了点，面积
60的和80的比较适合，考虑到
居住，最好是买套南向朝阳
的。据置业顾问介绍，丁豪广
场是公寓，首付5成，由于多重
因素影响，40和60的小面积的
房子最贵，大约在9千到1万之
间，80的和120的便宜相对便
宜一些，多数在七八千。

颜先生告诉记者，虽说是
给父母住，但是这个位置的房
子，还可以投资，毕竟将来华

润万家入驻，加上这边还有横
店影城等的加入，升值空间应
该比较大。

他告诉记者，自己手里已
经有五六套房子和铺子，多数
都是小房子，最大的也不到
100平。以重汽彩世界的房子
为例，当时房子全款加装修只
有11万，面积也只有20平左
右，现在出租每个月也有八九
百。而商业投资方面，当初买
了一套外海中央花园的铺子，
买的时候7000元/平，面积20
平左右，现在还不怎么行。

(楼市记者 刘万新)

时间：10月1日
楼盘：中海国际社区
姓名职业：牛先生 媒体行业

十一期间，记者来到位于
二环南路九曲的中海国际社
区售楼处，恰巧遇到了从事媒
体工作的牛先生。几天前，中

海国际社区推出A2区的1号
楼和3号楼，以及A3区域的6号
楼和7号楼。

据了解，选房当天认筹了
400多组，成交了300多套房，牛
先生就是当天选的房。牛先生
告诉记者，选房当天人特别多，
经过一番痛苦的煎熬，终于选
了100多套房子以后轮到了自
己。考虑到南部的环境比较好，
而家里人口也比较多，为了全

家能够住在一起，牛先生选了
一套3号楼一套130的三室。

他告诉记者，选到房后全
家人松了口气，以后终于不用
在市区了，比较拥挤吵闹。对于
价格，他也比较满意，“现在市
场不太好，各个楼盘都打出了
一定程度的优惠，这个时候买
房时候更合适，要不然等着市
场好转，房价又得呼呼的上
涨。”

想买套两室 无奈“僧多粥少”

买套小公寓投资兼居住

逆市下买套三室全家居住

市场平稳 观望依然
面对迷离的市场态势，与开发企业紧密合作的济南各房地产代理机构有着自

己独特的判断，在此，我们采访了三家大型房地产代理机构有关负责人，通过他们
对当前楼市的分析判断，希望帮助大家观察到一个真实的济南房地产市场，从而为
自己买房卖房提供参考。

对于济南来讲，“十一”
的楼市表现不适合作为反
映整体状况的指数。济南是
一个生活化的城市，十一期
间，大家都出去旅游，客户
会减少。

结合目前形势，从项目
实际看，一些楼盘销售已经
处于比较理想的状况，而市
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刚性

需求者在继续购房，而改善
性需求者则在观望。对于当
前营销手段来讲，除了常规
的打折促销，就是要挖掘潜
在需求，如对学区房需求客
户的抓牢。对于开发企业来
说，就要调低价格预期，由
之前的挖坑卖房，没事就涨
价，转变为卖教育，卖配套，
卖环境，把产品做好，做实，

将承诺的东西做到，这些努
力都做到，就能在市场低迷
的时候保持一个良好的销
售业绩。同时，对于渠道的
开发也是挖掘市场的关键，
通过一定的营销活动吸引
客户，锁定买房人特征，让
销售人员真正搞明白购房
者，最终实现诱导潜在客户
的购买。

■世联怡高：承诺兑现是当前卖房关键

十月份的情况仍然是
前几个月市场状态的延续，
目前经济基本面没有变化，
供需双方集体没有认清态
势，或利空，或利好都没有
出尽，大家都还没有逼到份
上。于是从开发商方面来
讲，根据不同企业情况，房
价可降可不降，购房者则也
是观望等待。

就济南来讲，与同级城
市相比，如长沙、郑州，卖盘
量不大，从2009年、2010年到
2011年来看，供应量大约是

长沙的1/3，这就造成楼盘
量少不愁卖，但产品相对就
差一些。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住宅供应由老区向新区转
移，集中在了西客站，北部
滨河片区，城市大了，区域
结构变了，体现在房产的价
格上就是价格层次比较丰
富，百姓选择多了，低价格
房的出现也会让济南房产
均价降低，这样对于调控时
期的政府来讲，也符合他们
的意愿。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

下，企业竞争在加剧，由
以往的不愁客户到“筹”
集客户，原来让准业主等
半年才开盘，到现在有3、
5个客户就推盘。于是，价
值塑造、形象传递、产品
创新、营销创新成为售房
关键。对于产品而言，目
前高端产品压力大，而刚
需产品则是市场的主流，
这就需要在产品的设计上
做实用一些，如在户型、
配套上多下功夫，多做百姓
喜闻乐见的房子。

■合富辉煌：买卖双方都还没逼到份上

■中原：今年别指望有大的收获

国庆假期，记者走访省城10余家楼
盘发现，售楼处人流量冷热不均，品牌
房企项目略胜一筹。开发商期待的“以价
换量”的局面并未出现。业内人士认为，

多番调控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售楼规律，开发商已不再按
季节规律推盘，“十一”难再是判断楼市的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