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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曙光

十一黄金周刚过，楼市新闻热
闹起来，《国庆楼市冷清：一二线城
市成交惨淡 楼市将提早入冬？》
《金九银十不再！国庆黄金周多地
楼市陷入“惨淡”》《国庆黄金周多
地楼市“惨淡”》……一二线城市的
十一黄金周全面遇冷，作为四线城
市的鹰城又是什么状况呢？受到
大环境的影响，鹰城的房价会继续
上涨还是下跌呢？记者进行了市
场走访。

据业内人士称，以往十一黄
金周楼市总是有热有冷，热与冷
取决于当时大环境。总体而言，
大多数十一黄金周楼市都比较
热，即便说冷也是相对来说，几乎
每年十一的成交量都比假期前后
要高不少。而今年的十一黄金
周，在他们眼里与往年差别不大，
但与前两个月的销量相比，还是
挺热的。

楼盘活动 轮番上演

温情、梦幻、浪漫……十一期
间，鹰城各大楼盘的活动层出不
穷，可谓是轮番上演。针对十一长
假和中秋佳节，不少楼盘也下足了
功夫，如让孩子和家人一起参加的
现场互动活动，请市民现场吃喝玩
乐、天天抽大奖，还有的搞起了大
型演出，赚足了人气。

新城区一楼盘在十一期间推
出了大型梦幻灯光节活动，用灯光
再现世界著名建筑、荷塘月色、千
兔望月等景观，让人们在梦幻的灯
光中流连忘返。据了解，鹰城此前
已有多个楼盘做过灯光节活动，每
次都吸引了大量市民前往观看，这
一活动已经成为增加人气的一个
法宝。另一楼盘推出的皇家马戏
团活动，天天多场演出，与狮子、老
虎、山羊、猴子近距离接触，吸引了
众多孩子的目光。

位于平安大道上的一家楼盘，

则推出了最炫情侣大赛，也是创意
十足。该活动是发动情侣晒出两
人亲密合照，有机会获得价值 10
万元的奢华世纪婚礼大奖。在十
一期间，几乎每天下午都有抽奖活
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一些地产策划人士表示，现在
楼盘的活动更注重在创意和吸引
人气上下功夫，和销售直接结合的
活动越来越少，让市民在不断地接
触、感受中，拉近与楼盘的距离，对
楼盘产生好的印象，成为潜在的客
户。

据了解，十一期间，鹰城许多
楼盘没有放假，各种抽奖、样板间
开放、手工DIY活动也是天天不停
歇。与双休日相比，人流量明显增
加。

销售数字 颇为喜人

铆足了劲儿吸引市民到访，那
究竟房子的成交情况怎么样呢？

常绿·林溪美地项目营销总监
冯总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

“十一黄金周期间常绿·林溪美地
吸引了两万多人次到访，房子销售
情况也十分喜人，仅8天时间就成
交 40 多套，这让大家都非常兴
奋！这个长假大家放弃了休息，真
是值得的！”

十一期间，林溪美地推出的皇
家马戏团活动，赚足了人气。该项
目提前一个月进行前期宣传、派发
门票，做足了准备。另外对园区环
境进行了整体的软装提升，精心装
点的风车走廊、绿地上各种造型的
玩偶摆件，吸引了家长和孩子的目
光。由于进入马戏团现场需要穿
过园区，一步一景的立体景观、如
梦如幻的雾森环境，实景园区的呈
现也极大地吸引了大家对林溪美
地的关注度，增加了大家对项目的
好感。

该项目前几个月的销量大概
平均在每月60多套，而他们紧紧
抓住十一黄金周的这段时间，通过

大型活动的吸引，实现40多套的
销售，是十分可观的。

据冯总介绍，通过长假期间市
民到访情况看，买房的热情和需求
还是有的。项目需要用更好的产
品品质、更好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智能化的设施、实景的园区、高质
量的物业服务等，使林溪美地成为
新城区高性价比的房子，也是其受
客户青睐的原因。

记者在恒大名都看到，十一期
间该项目推出了缤纷多姿的万国
美食狂欢节，来自日本、韩国、巴
西、俄国、泰国等地的风情美食吸
引了许多市民到访。据该项目负
责人透露，假期前两天由于下雨影
响了一些市民参与，随后的几天时
间里，每天都吸引了大量客户，房
子成交量也十分可观，数百人到
场，氛围火爆。

十月尤其是黄金周本来就是
楼市的旺季，加上恒大的品牌影
响力、全装修准现房、实景园林美
景……客户更加认可恒大的产
品。尤其是为了贺国庆中秋，恒
大名都特推 10套特价房，且送万
元购房券，钜惠全城，吸引了广大
市民。十一长假许多人有了充裕
的时间去看房、选房，加上一系列
购房优惠措施，确实促使了不少人
交钱订房。

属于尾盘的翠林蓝湾项目，在
十一期间也成交20套，销售效果
明显好过 8月和 9月。华诚荣邦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集团营销部经
理刘申表示，十一期间，大量在外
地工作的鹰城人返乡看房，他们发
现这部分人群占到了整个销量的
30%到40%，仅来自北京的客户就
成交了3套。据了解，这些在外地
工作只能在长假期间回家看房的
客户，是带热十一黄金周楼市的重
要原因，“尤其是作为新城区项目，
很多人是冲着这里清新的空气、优
美的自然环境而来，改善型客户更
多一些。”

在老城区，许多项目也是热度
不减，像建设路上的碧桂园·天玺、
豫森公馆、佳田新天地等项目也十
分受关注，十一期间人流量和成交
量都有提升。

楼市继续分化
鹰城稳中有升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新

建住宅十一7天网签 116套，二手
房网签27套，均是2009年以来的
历史最低值。上海十一前7天网
签新建住宅178套，比去年同期的
784套，跌幅达到了78%。根据中
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十一黄
金周期间，热点城市楼市出现下调
现象，其重点监测的30个城市（其
中部分城市网签数据暂无法统计）
网签大幅下调，平均跌幅达到了八
成，成交量创2014年来最低。

很显然，受今年二季度开始的
政策调控影响，楼市热点城市出现
了明显的下调现象。在热点城市
行情低迷的同时，全国楼市分化行
情持续。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
据，十一黄金周前6日，三四线城
市成交同比基本持平。有业内人
士称，差别化楼市调控会继续收
紧，这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
长远发展。“鹰城十一黄金周楼市
销售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一项
目地产营销负责人表示，由于目前
调控政策收紧，让一些投资投机的
热钱逐渐退出房地产领域，买房者
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一二线城市
高涨的房价被抑制，但作为库存量
大、高品质房缺少的鹰城楼市，面
临的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局
面，好的项目越来越好，差的项目
越来越差。

另外，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从
鹰城今年十一黄金周的市场情况
看，与往年比相差不大，但与前两
个月比销量明显上升，而且不少项
目的价格也在近几个月呈现慢慢
上涨的趋势。

十一黄金周，鹰城楼市挺热

本报讯 中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10月 10日发布的消息
称，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住房
公积金缴存总额 11.83 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提取总额6.87
万亿元，缴存余额4.96万亿元。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中国住
房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由
职工与工作单位分别按照职工
工资的一定比例逐月强制缴
存，为职工家庭住房消费提供
资金保障。与养老、医疗等社
保公共账户管理方式不同，个
人和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悉
数进入个人账户，属于个人所
有，专项用于住房。对普通人
来说，住房公积金最大的用处
就是贷款买房，买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的利率明显低于商业
银行的贷款利率。

据住建部统计，截至 8月
底，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7.26万亿元，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4.36万亿元，个贷
率（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缴存余
额）为88%。

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
国缴存住房公积金1545亿元，
提取住房公积金1086亿元，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817亿元。

今年 1-8 月，全国缴存住
房公积金12152亿元，提取住房
公积金8185亿元，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6484亿元。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
始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今
年，为适应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异地流动，跨城市转移接续
住房公积金的业务需求，住建
部组织开发了全国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接续平台。今年6月
末，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全部接入平台，自7月1日
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
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
理。 （庞无忌）

全国住房公积金
缴存总额达
11.8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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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水

中央净水机，你知道
它的作用吗？

1.中央净水机装在总管上，
过滤所有进屋的自来水，样子
就是一个很大的桶，里面装着
各 种 滤 料 ，顶 上 有 一 个 控 制
阀。它的功能跟前置过滤器相
似，但是价格要贵很多。

2.中央净水机是整套净水
系统的核心，负责去除绝大部
分水中杂质，而且是一些较难
去除的小颗粒物等杂质。中央
净水机的安装兼顾到电源、污
水排放，避免阳光直射和一切
热源，特别是最后一点，很容易
被忽视掉。

3.中央软水机主要用来去
除水中的钙、镁离子，可以让水
质更佳，洗澡之后会感觉皮肤
更光滑，洗衣服也更柔软。而
且结合地暖使用，可以让水管
不易结垢，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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