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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建住宅
交付前需通知购房人查验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对新建住宅
交付使用前实施房屋质量查验的通知》，2018年12
月1日起施行。《通知》规定，北京新建住宅，包括商
品住房，回迁房以及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
定向安置住房、自住型商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
政策性住房，在施行之日房屋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
收合格且未交付使用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购房人
依据国家和北京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施工图
设计文件等对房屋施工质量进行查验。

房屋具备查验条件后，建设单位应当在查验
7 日前书面通知购房人进行查验的日期、地点及
应当携带的证件、文件等事项。查验过程中，购房
人应当依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
施工图设计文件、合同等对房屋施工质量进行查
验;因故不能亲自到场查验的，可出具书面授权文
件，授权他人或者其他组织办理，建设单位应当配
合进行查验。为保障相关规定有效落地，《通知》明
确北京市和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
监督管理,对建设单位违反本通知规定的，责令改
正，并进行记分处理，纳入市场行为评价系统。

广州
住房保障再降门槛

近日，广州市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户籍
家庭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在此前“征求
意见稿”的基础上作了修订，拓宽了户籍家庭住房
保障的覆盖面，广州户籍的3口之家，申请公租房
的收入标准线额，将从现阶段的 29434 元/年，提
高到 35660 元/年。比上个月“征求意见稿”中的

“33300 元/年”还提高了 2360 元。这意味着更多
“临界”中低收入户籍家庭符合标准，从而获得了
申请资格。

为中低收入的户籍家庭提供住房保障，除了
实物配租保障房之外，对于自行租房的户籍家庭，
还有住房租赁补贴。随着近年来城市发展，物价
水平、租金都有上涨。为了更好地保障以货币形
式获得住房租赁补贴的户籍家庭，《通知》也相应
地提高了住房租赁补贴标准，同时针对区域租金
的不同，还调整了区域补贴系数。《通知》显示，结
合市场租金状况，广州租赁补贴标准从 25 元/平
方米调整为30元/平方米。

杭州开发商
要公开商品房全装修预算明细

为确保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杭州市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日前下发《关于进一
步规范商品房销售现场公示和代理销售行为有关
事项的通知》，明确全装修销售的商品房应公开装
修预算明细以及装饰装修的主要材料相关信息。

根据通知，在售商品房为全装修销售的，应公
开装修价格、装修预算明细以及装饰装修的主要
材料和设备的品牌、产地、规格、级别、数量等。在
销售现场设置的样板房，应当说明实际交付的商
品房质量、设备及装修与样板房是否一致。

此外，通知对商品房的代理销售作了具体的
要求和规范，受托房地产经纪机构在代理销售过
程中，应当如实向购房人介绍所代理销售商品房
的有关情况，不得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
品房。受托房地产经纪机构在代理销售商品房时
不得向购房人收取任何费用。

新力城营销中心开放

新力城于国庆期间举行营销中心开放仪式。
该楼盘由南昌本土品牌房企新力地产开发打造，
新力地产以其快速开发能力、品质开发口碑、优质
物业服务水平等优势举措，成功跻入全国房企排
名前 50 强，现已在全国开发了百余个楼盘，其中
在南昌就开发了20余个楼盘。

规划面积达 75 万平方米的新力城，由高层、
洋房、公寓、商业等组成，产品均以精装交付，首批
推售的房源为90至122平方米的精装高层、125至
140 平方米精装洋房。受品牌实力、大楼盘大配
套、相邻地铁口等明显优势影响，特别是新力在 4
号地铁沿线开发多个楼盘已取得良好口碑的市场
效应下，新力城营销中心一直保持较强的市场人
气，受到近期购房市场的较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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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当前房地产市场“旺季不旺”，传统的
“金九银十”行情消失。9日，易居房地产
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受监测的
10个代表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为5.2万套，
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11%。

数据显示，今年1 至9月份，分别居于
一、二、三线的北京、杭州、金华等10个城
市二手房成交量为52.9万套，相比去年同
期水平下降了12%，累计成交套数同比已

经连降24个月。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也显

示，9月份全月，北京二手房住宅签约15283
套。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
为，“从签约量看，9月北京二手房住宅签约
套数与淡季7、8月基本持平。而且9月份
一定程度上因为公积金政策收紧的末班车
推动，整体来看，201 8年金九成色不足”。

数据显示，9月份杭州二手房成交量

环比下降31%，已经连续4个月成交量环
比下降。杭州二手房成交量的变化可以作
为当前部分城市二手房交易市场的晴雨
表。易居房地产研究员分析认为，随着国
家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以及银行信
贷紧缩的影响，杭州二手房成交量可能会
延续震荡调整态势。

当前，楼市调控持续重压，信贷收紧，加
之最近公积金政策在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收

紧，使得市场继续陷入观望。201 7年以来，大
部分热点城市楼市已经全面进入限价时代。

“限价政策持续之下，房地产市场已经
没有淡旺季之分，市场更多看限价政策的
严格与否”。张大伟表示，目前，多个城市
房价调整开始出现从点到区域的现象。热
点城市开始逐渐下行，购买力很难再支撑
市场继续冲高。预计四季度二手房成交量
将维持低迷态势”。

备受全城瞩目的苏宁·檀悦营销中心近日
正式开放。这标志着，位于八一广场商圈的南
昌苏宁广场项目正在如期顺利推进。苏宁置
业落子南昌，秉承苏宁“智慧零售服务美好生
活”的理念，旨在打造前沿的现代城市智慧地
标，发挥科技智慧能量复兴城市中心坐标，给
南昌市民带来全新的智慧生活方式。

创建于 1990 年的苏宁控股集团，去年以
5579 亿元的业务规模位居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第二名。秉承“引领产业生态、共创品质生
活”的企业使命，该集团已形成“苏宁易购、苏
宁物流、苏宁金融、苏宁科技、苏宁置业、苏宁
文创、苏宁体育、苏宁投资”八大产业板块协同
发展的格局。其中，苏宁易购跻身《财富》世界
500强。

“真没想到，苏宁集团在岗 IT 人才就有上
万人，智慧苏宁名不虚传。”“之前只知道苏宁
易购、苏宁电器连锁商业排在行业前列，没想
到苏宁的房地产综合开发能力也如此之强！”
苏宁集团的“八大产业板块”运营能力，让日前
实地走访南京苏宁总部的江西媒体发出由衷
赞叹，大家尤其对以苏宁广场为代表的智慧地
产开发理念予以高度认可。

苏宁置业于去年取得位于八一商圈的老
省政府大院 8 宗地正式进入南昌，地块规划打
造为南昌首个集商业、写字楼、酒店、高档住宅

为一体的城市智慧综合体“苏宁广场”。该项
目自立项到奠基开建，均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与支持。集智能化、体验性、品牌力的苏宁广
场建成后，不仅将给城市增加景观与财富新地
标，还将给南昌老城区带来更加现代舒适美好
的休闲购物环境，满足市民更高层次的休闲购
物娱乐等美好生活需求。

苏宁旗下最高端的住宅产品线——檀悦
系，以绝对优势的中心地段要求、极致的考究做
工、精选的用材用料、超乎严格的质量标准和集
苏宁智慧地产精粹的智慧人居社区理念打造而
成。位于老省政府大院的南昌“苏宁·檀悦”高
档住宅，将为高端置业者带来更加美好的宜居
品质新生活。 （曾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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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是楼市的传统销售旺季，
房企为有效吸引人气、促进销售，会
提供多种暖场活动、折扣优惠，尤其
在“十一”长假期间开发商更是火力
全开。

以绿地地产为例，入赣十余年，目
前在售有绿地象南中心、绿地中央公
园、绿地安南小镇、绿地ＧＣＣ朝阳中
心多个楼盘。10月1日至7日，绿地各
大在售项目全天候不同时段推有各类
丰富的暖场活动。其中，绿地象南中
心有迪斯尼主题拍照、蔡超国画展、真
人娃娃机等，绿地安南小镇则结合项
目特色推出麦田艺术展、金秋水果节、
草地泡泡堂等趣味活动，均吸引不少

人气。融创地产以“美好生活造物节”
为主题，推有复古拍摄、马克杯定制、
网红陶艺等人气活动。类似的还有莱
蒙都会的“和昌莱蒙都会美食狂欢
节”，以东南亚美食、巧克力棒棒糖
DIY等活动，为正在推售的40至55平
方米LOFT公寓全面预热。

万科地产各大楼盘同样热情促
销。万科璞悦里“国庆嘉年华 璞悦尽
欢乐”，推有宠物领养、理财知识讲堂
等；万科红郡在推出网上围观送好礼
活动的同时，推有单价 12500 元/平方
米起的 20 套特价房源限时秒杀。因
75 万平方米大规模、双地铁口等优
势，新力地产网红项目新力城则选择

在10月1日长假第一天正式开放售楼
处；新力东园在售房源，员工与老业主
推荐成交，推荐人与购房人签约后均
可以领取最新 IPHONE。

恒大地产秉承一贯“快准狠”的行
事风格，包括南昌在内的所有恒大项
目，继续金九银十全国恒大楼盘大特
惠。即“购房 89 折优惠+首期 5%+额
外 98 折 + 恒 房 通 购 房 券 再 减 3 万
元”。云南城投购房游台湾、新宇盛世
广场认购百分百中奖大家电等等，市
场强势预热之下，中原地产统计数据
显示，9月24日至10月7日，南昌楼市
新增商品房供应29.64万平方米，环比
增加2.43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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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全国各地“十一”长假期间
成交数据并不乐观，易居统计数据显
示，7 天长假 31 个核心城市总成交面
积为 187.88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达
57.11%。尽管南昌市场预热强劲，成
交数据同样下滑。中原地产统计数
据显示，9 月 24 日至 10 月 7 日，包括
南昌县与新建区在内，南昌商品房共
计成交 24.31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逾
4 成。

政策持续收紧之下，房价下行已
在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上演多
时，北京、上海、厦门、南京、合肥等地
一年多以来稳中有降。8 月下旬，南
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新建全
装修住宅销售管理的通知》，对“限房
价、竞地价”方式出让的住宅建设用

地，对已出让用地上新建全装修住宅
装修价格实行最高限价；对今后出让
用地上新建全装修普通住宅、非普通
住宅的装修价格分别实行最高限价。
通知明确规定对不接受装修价格限高
的企业，南昌市行政审批局不核发预
售许可证，南昌市房管局暂停其网上
签约。严格的调控政策，南昌楼市调
价开始出现。

新力时代广场是南昌执行装修限
价新政后第一个自动降价的楼盘。其
毛坯限价 12000 元/平方米，执行装修
限价最高 4500 元/平方米后，楼盘销
售均价从 1.8 万元/平方米降到均价
1.6万元/平方米，降价幅度达1000元/
平方米至 1500元/平方米。位于九龙
湖新城南广场偏西位置的新力东园紧

随其后，该楼盘同样以 1.8 万/平方米
均价首次开盘后，最终重新调整价格
即全部房源接受政府装修限价规定，
新力东园在毛坯限价 11700 元/平方
米的基础上，装修价格从最初预售方
案的 7990元/平方米调整到限价 4490
元/平方米，调整后楼盘均价约为
16200元/平方米。

从项目签约到落地，再到双方确
定合作，华侨城万科一直备受市场关
注。7 月，该楼盘以均价 2.1 万元/平
方米首次开盘，吸引市场无数目光。
就在近期，项目的价格优惠信息一览
表公开，华侨城万科毛坯限价 14350
元/平方米，装修限价 4498 元/平方
米，调整后项目整体均价降至 18800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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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下行的另一个直接反映是土
地市场明显“退烧”。9 月 28 日，九龙
湖一宗居住用地流拍，这已是南昌楼
市连续2个月热门区域发生流拍。土
拍网数据显示，9月全省共计成交 119
宗经营性用地，成交总面积约 332 万
平方米，成交总金额逾 121亿元，同环
比均呈下滑态势，其中环比跌幅分别
达到 48.39%和 53.64%。当月全省经
营性用地共计流拍 32宗，流拍面积超
98万平方米。

“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央行发
布重磅消息称，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起，年内第4次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

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释放增量资金
约 7500 亿元。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从
历史经验看，降准有利于银行发放更
多贷款，为购房者提供更多的购房信
贷支持；有利于释放更多住房需求，助
推市场重新活跃。

然而，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降
准目的很明确，是为了保证市
场的流动性，主要是小微企业
的流动性，精准向实体经济注
水，目的并非楼市、股市。

万科地产在“十一”长假结
束的第一时间继续大力度推出

“清盘促销第一季”，自 10 月 9

日起，万科旗下公园里、海上传奇、城
市花园、时代广场多个楼盘推出优惠
力度诱人的商铺、住宅一口价房源。
采取相同策略的，还有中海阳阳光玫
瑰园。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年度回款
压力之下，第四季度更多形式的主动
降价现象或将持续。

9月10城二手房成交量环比下降15%相 关 新 闻

本报记者 熊凤玲

今年以来，国家继续实施减税
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担，
让创业热潮高涨。在这样利好环境
下，投资者们看到了写字楼的投资
潜力。

专家认为，在国家提倡产业结
构调整和升级的大背景下，科技
类、第三产业企业将继续成为今年
写字楼市场的主力需求之一，商务
写字楼依托“互联网+”战略和“双
创”战略进行转型，将有巨大发展
空间。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写
字楼仍处于相对的价格洼地，这种
情况下投资写字楼，可能收到理想
的价值回报。

在南昌这所近年来发展迅速，
具有勃勃生机和潜力的省会城市，
写字楼投资的价值已经不用赘言。
区域位置好、配套硬件佳，核心商圈
供求旺盛的项目仍然一席难求。而
符合这些条件的写字楼项目并不多
见，商联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房产的增值主要来源于土地的
增值，而城市中心区土地的稀缺性更
强，因此增值空间更大。同时，中心
区的区位成长性显而易见，区位资源
优势得天独厚，通常是人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汇聚之处。所以说，区
位是衡量一幢写字楼的档次和是否
具有投资价值的首选要素。商联中
心，红谷滩一线江景写字楼，工作疲
惫时，凭栏远眺，令人心旷神怡。

作为企业，选择写字楼办公的
首要目的，往往是为了提升企业形
象，不少企业将写字楼的档次形象
放在仅次于区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议选择投资那些最小的租客也需
要大约500-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
写字楼，这表明入驻这个物业的公
司水平相差不大，物业档次高，今后
可能有较为稳定的回报。商联中
心，300 米高城市天际线，全玻璃幕
墙，单层面积约2800平方米。

写字楼的品质至关重要，如交
通的便利程度、停车场的设计是否
合理、大堂的品位和布置、电梯质量
与配置状况、结构布局是否适用、采
光通风是否良好等等。位于一线赣
江之滨的商联中心写字楼，建筑设
计、公艺、设备等均聘请国际一流品
牌团队打造，7m/s的进口三菱电梯、
中空双层夹胶三层LOW-E玻璃幕
墙、永不断电的电力系统……只为
给你高水准的商务办公体验。

企业减税助力创业热潮 写字楼投资潜力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