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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不动产统一登记“城乡统一”

国土资源部 10 日公布五部门关于进一
步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
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宅基地和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纳入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进程，强调要为建立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奠定产权基础。

东莞取消房价备案

成广东第二个房地产松绑城市

8 月 11 日，东莞当地政府已向媒体发出
通知，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
序发展的若干措施》，包括取消房价备案制
度、降低入户要求标准、延长契税以及优化公
积金贷款等多项措施松绑楼市。

扬州恢复房贷“商转公”

可提取直系亲属公积金

8 月 12 日，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布，恢复、调整部分公积金政策业务，从即
日起恢复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申请公积
金贷款时，除可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
金外，还可提取直系亲属的住房公积金，使用
住房公积金还贷时，父母贷款可使用子女公
积金，子女贷款也可使用父母公积金。

深圳房贷利率松动

政策放松触及关键信贷政策

8 月 11 日消息，深圳商业银行的房贷利
率近期开始回落。五大国有银行的深圳分行
中，除农行的首套房贷利率仍然在基准上上
浮 5%外，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首套房贷利
率均从原来的基准利率 1.05 倍回归基准，二
套房贷利率则为基准的1.1倍。

河北首套房贷利率现松动

工行下调首套房贷利率

近日，河北首套房贷利率出现松动迹
象。日前工行下调了首套房贷利率，由此前
的基准利率上浮 20%，下调至基准利率上浮
10%。不过，其他大部分银行的首套房贷利率
依然未见松动。

1至7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7.6%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7月份，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56480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7.6%，降幅比1至6月份扩大1.6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9.4%。全国商品房销
售额 36315 亿元，下降 8.2%，降幅比 1-6 月份
扩大 1.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10.5%。7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5230万
平方米，比6月末增加802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待售面积增加 541万平方米。有权威人士
称，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待售面积攀升，“千
方百计去库存”仍是各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

恒大城“寻找恒大小小代言人”

第一轮选拔赛火爆开启

8 月 9 日上午，恒大举办的“寻找恒大小
小代言人——恒大未来星宝贝秀”第一场海
选在恒大城营销中心拉开帷幕，50 余名小朋
友唱歌、跳舞、钢琴、葫芦丝、吉他、小提琴，诗
歌朗诵、书法等各类表演登台亮相，尽显“代
言人”风采。据了解，“寻找恒大小小代言人”
海选赛分为两轮，第二轮海选赛将在 8 月 16
日欢乐上演。

恒大城压轴楼王开盘钜惠，首付 5 万元
起轻松乐享 91-110㎡精装楼王美宅，成功购
房即享额外九一折特大优惠。此外更有一口
价房源抄底特惠，每天仅限五套。 （综 合）

当开发商将一套 90 平方米的房子通过赠
送面积增加到100平方米，购房者相当于“白得
10平方米的空间”，你会心动吗？入户花园、阳
台送一半、飘窗全送……目前各大楼盘为了吸
引购房者，在营销上都不约而同在赠送面积上
大做文章，但这样赠送面积的营销将成为历史
——住建部近日颁布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
算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于今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新版《规范》在建筑面积的计算更加严
格，对凸（飘）窗、阳台、门廊等11项内容进行了
修改，以往可以赠送的凸（飘）窗、阳台、地下室
都将要计算面积。

市场上，有赠送面积的房源一直以来颇受
购房者的青睐，《规定》一实施，“赠送面积”将关
闸，近期有赠送面积的在售房源顿时成为“香饽
饽”，受到购房者的热捧。虽然《新规》旨在规范
房地产开发，保护购房者权益，但开发商没有营
销噱头，购房者没有实惠，开发成本和购房成本
都将增加，很难让供需双方满意。

“赠送面积”开始关闸
购房者热捧在售楼盘

《规定》确定今后窗台与室内楼地面高差在
0.45m 以下且结构净高在 2.10m 及以上的凸
（飘）窗，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1/
2 面积。在主体结构内的阳台，应按其结构外
围水平面积计算全面积；在主体结构外的阳台，
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2 面积。
地下室、半地下室结构层高在 2.2米以上的，应
计算全面积；结构层高在 2.2米以下的，应计算
1/2面积。今后开发商若想送飘窗、送阳台、送
地下室都会受到严格限制。

“赠送面积”一关闸，市场就开始有了反
应。洪客隆英伦联邦、奥克斯盛世华庭，中骏蓝
湾香郡、保利百合花园等或有飘窗赠送、或有地
下室赠送、或有额外一房赠送的项目立刻成为购
房者热捧目标。“最近到现场来咨询我们别墅房
源的顾客特别多，目前我们154平方米的别墅，
赠送面积高达200平方米，使用面积接近400平
方米，这么多的赠送面积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
别墅房源一周之内就卖了5套，堪比我们之前一
个月的销量。”中骏蓝湾香郡营销经理刘风莲对
记者说。

有赠送面积的别墅房源如此，刚需产品也
是如此。经开区的世纪乐活城、洪客隆英伦联
邦高层每一户都有飘窗和阳台赠送，实用面积
多、功能分区全。《新规》出台，让许多原本观望
犹豫的购房者蜂拥入市，世纪乐活城85-100平
方米的房源一经推出就销售一空。

《新规》保护购房者权益
供需双方难言满意

开发商赠送露台、飘窗，“偷”来了面积，实
际上是开发商扩张了容积率，意味着公共空间
要出让一定的面积。多数赠送面积多的楼盘，
容积率比实际要高很多。绝大多数开发商不会
将赠送面积的相关条款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以补充协议形式出现在合同附件中的也几乎绝
迹，赠送面积基本上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赠送面
积缩水或出现纠纷问题，维权时会存在一定的
法律障碍。同时赠送面积不属于产权面积，得
不到法律的认可，今后遇到拆迁、出售、继承、抵
押等情况时，购房者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新
版《规范》将交易过程中的糊涂账算得更明白
了，消费者明明白白花钱买房子。

但现实是，购房者都希望有限的空间承载
更多的功能，如果取消了赠送面积，很难做到利
用有限的空间来满足业主。此外，开发商也无
法通过赠送面积的噱头，来提高价格和吸引购
房者。对《新规》的执行，市场供需双方都难言
满意。有业内人士认为，《规范》是一把双刃剑，
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但对于开发商以及购房
者来说，则意味着开发成本以及购房成本都加
大了，开发商在销售上会转变营销政策，销售定
价将会提升。

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开发商推出的户型
中，“大面积赠送”将会大幅度减少。而从成本
角度考虑，开发商将会减少小户型的设计，这对
于要求低总价、功能全的刚性需求并无利好。

8 月 3 日，莱蒙都会 IMAX 景观
楼王盛大开盘，当天上午即遭抢购一
空。截至目前，该项目南区住宅全面
收官。8 月 8 日晚，莱蒙都会在项目
中心举办星光璀璨的新品发布会，重
磅推出二期85-172㎡高层住宅。

在优雅的小提琴演奏声中，晚
会炫目展开，近千名购房者共同见
证二期新品的闪亮问世。发布会结
束后，现场嘉宾一同观看了 FULL⁃
DOME 球幕电影。在灿若星河的
穹顶之上，炫目的视觉画面扑面而
来，飞速溅起的水花、高山与平川的
飞驰、太空的星光闪耀、超炫的影像
效果，带来完爆 3D 和 IMAX 的观影
体验。

二期高层住宅与万达广场保持

适当距离，享受繁华拒绝余音入户。
目前，项目已经兑现了南昌二中、育
新学校等教育配套，未来社区还将引
进牛津幼儿园。此外社区周边另有
4万平方米市政规划公园，5.4万平方
米社区园林。110 米楼间距、低至
2.57的容积率，满足南昌人中心居住
的美好梦想。

莱蒙都会携球幕影院首袭南昌，
只为答谢全城厚爱。8 月 9 日-24
日，《太空飞行员》、《魔力珊瑚礁》、

《牧牛王子》等奇幻影片震撼上演。
同时，营销中心现场还准备了多款精
彩互动游戏。如今项目营销中心以
及精装样板间已经对外开放，莱蒙尚
街 130㎡起地铁钻铺，不久也将推向
市场。 （凤 玲）

莱蒙都会
FULLDOME球幕电影节嘉年华震撼上演

8 月 8 日，江西建工集团与江苏
新世纪集团签署项目施工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南京河西新城地标性建筑
——楼高260米的安省金融大厦。

“这座楼最大的难点就在地下
4 层的建设，260 米的高度给地下建
设带来太大的压力。以往我们最
深也就做过地下 3 层，这对我们而
言是一次挑战。”江西建工集团工
程管理处副处长曾军介绍，江西建
工集团在此之前承建的最高建筑
净高在 200 米左右，这次突破到 260
米，不仅能为企业积累丰富的超高
层建设经验，同时可以培养一批专
业人才，为今后承接更多超高楼项
目奠定基础。

据悉，此次江西建工集团承建
的安省金融大厦项目，位于南京河
西新城 CBD 金融核心地段，用地面
积 28054.7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30
亿元。项目计划今年9月开工，2018
年8月建成，建成后将成为核心新城
地标性建筑之一，并入列世界级超
高建筑之林。江西建工集团与江苏
新世纪双方进行了半年多的考察、
接触和洽谈，最终达成协议。

江西建工集团正朝着“面向各
类行业领域，全面开拓大市场”的方
向做转型的努力——在做大房屋建
筑主业规模的同时，努力扩大在公
路、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和专业施工领域的规模。 （夏 晓）

江西建工集团承建260米超高楼

“赠送面积”成绝唱
在售楼盘受热捧

本报记者 廖林立

2011 年 3 月南昌“限购令”正式实施。
新版限购范围从原来的南昌五区（东湖区、西湖

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红谷滩新区）扩大到整个
市区，二手房也被纳入限购范围。被称为史上“最严
厉的调控”一时震惊南昌楼市。逾三年间，“限购令”曾
成为外地来昌购房者与南昌本地改善型购房者的一道

“紧箍咒”,同时也成为楼市交易中的一道人为藩篱，直至
今年 7月才局部解禁。限购政策刚刚退出，市场上就出现
了比较积极的反应。联发地产营销总监毛磊告诉记者：“高
新区取消限购后，我们联发君悦湖项目的来电、来访量增加
了近30%，期间项目开了一次盘，也比限购之前更为成功，项
目销售量更高。这次南昌全面放开限购，我们此前被限购
的西湖区联发君领朝阳近两日的来电量明显增加，取消限
购对我们项目销售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购房者对楼市
预期过低、信心不足，取消限购并不能马上挽回市场颓势，

估计会有一个政策发酵期。其实，南昌市场近年以来供
求基本平衡，供应量不断增加，需求量也大，只要购房者

的信心提振了，南昌楼市成交量必然会上扬。”
限购放开对刚需产品销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公寓类等投资类产品去化更显利好。“我们公寓
产品是 70 年产权，限购取消之前，人们更多地

关注大户型房源，而公寓类产品因要占购买
者名额而很少人关注。现在限购退出，公

寓类产品总价低、宜投资的优势又重新
凸现了出来。这两天到项目现场的

客户与来电、来访的人数明显增
加。”新丰丽都花园销售经

理詹雄伟对记者说。

城区放开限购
市场反响热烈 限购的取消对市场是一大利好，也是政府逐步淡

出用行政手段干预楼市的符号与态度。置业国际南昌
分公司总经理程枫对记者说：“全国限购的逐步取消，体

现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精细化管理的调控思路。房地产
是国家支柱产业，现在全国地产行业销售不好，首先要通过

取消限购来刺激市场，如果市场起色依然不大，其后金融政
策、财税政策以及房源交易管理等方面都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

来提振市场。但不再是行政手段的强刺激，而是经济杠杆的微
调整，将房地产发展纳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通道。未来房地

产市场将进入白银时代，对市场过于悲观的想法应该放弃，对市
场将爆发性增长的想法也不可取。”

行政手段的逐步退出是一种必然，南昌限购全面取消仅仅
是一个开始。几位市场权威人士在讨论中近乎一致地认为，下
一步放开限贷很有可能将提上议事日程。“限购的取消对市场
交易有一定刺激，至少目前市场的‘坚冰’会部分消融，但不
会产生巨大的提振效应。南昌楼市是一个以刚性需求为主
的市场，但银行金融杠杆过低、利率过高对普通购房者影
响仍然很大，一方面普通购房者很难贷到款，另一方面
利率较高、购房者按揭成本太高，让购房者犹豫不决，
观望而不愿进场，市场的冷清重挫购房者的信
心。现在购房者对楼市信心不足，不是单一取
消限购就能立刻提振市场。下一步若能放
开限贷，并与取消限购形成组合拳才有
可能达到真正立竿见影的刺激作
用。”江西师大城建学院陶满德
教授如是说。

政府干预逐步淡出
市场寄望再放限贷

记者从南昌市房管局
获悉，自 8 月 12 日起，南昌
市区全面取消限购——购
房者在东湖区、西湖区、青
山湖区、青云谱区4个老城
区买房将不再受限。这是
继上月14日南昌市除东湖、
西湖、青山湖、青云谱四区
继续限购外，红谷滩、高新、
湾里、经开区等市区区域放
开 限 购 政 策 的 进 一 步 延
伸。局部解禁不到一个月，
南昌所有区域终于全面放
开了限购。

南昌限购全面取消
市场“坚冰”开始消融

本报记者 廖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