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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广大读者在住房消费领域和商铺经
营领域的合法权益，本报特开辟《房产维权》栏
目，开通维权热线，征集维权线索。读者在购
房、租房、装修等方面遇到的麻烦事、堵心事均
可向本报投诉。

本报将邀请“雷军验房”专业验房师对毛坯
房验收、精装房查验、二手房检测、装修质量监
理、装修污染检测等进行公正检验，为住房安全
鼓与呼。

读者可通过电话、信件、微信公众平台等方
式与本报联系。扫描“商丘房产”微信二维码，
了解商丘房产信息，线上维权更直接。

设计公司：北京业之峰装饰集团商丘公
司

公司地址：神火大道与八一路交叉口南
10米路西

工程名称：信华城
设计风格：后现代
建筑面积：128平方米
工程造价：5.2万元
设 计 师 ：付晓蕊
设计作品：建业·十八城、建业·联盟

新城、水木清华、帝和·温莎阳光、信华城
等

作品说明：本案是后现代风格，整个空
间以清新自然、随意的居室环境为主。家具
配置采用高光系列家具，独特的光泽使家具
倍感时尚，具有舒适与美观并重的享受。在
搭配上，延续了黑白灰的主色调，加上黄色

蓝色的点缀，使空间更加活泼轻快。部分采
用玻璃、不锈钢、大理石等新型材料作为辅
材，给人带来前卫而不受拘束的感觉。几何
线条修饰，色彩明快跳跃，外立面简洁流
畅，以装饰线、带、块等异型屋顶为特征，
立体层次感更强。一些线条简单，设计独
特，甚至是极富创意和个性的饰品都成为后
现代风格家装中的一员，设计应屋主喜好及
习惯，采用高级灰以及极简美学的手法，没
有复杂的堆砌与平凡的摆放，一个简单的灯
具选择与摆放都凝结着设计师对后现代风格
的思考与理解，简洁的造型、纯净的质地、
精细的工艺，将这个空间打造得安静舒适却
不缺乏时尚，明朗宽敞却又不显空洞。当艺
术与生活接轨，当设计打破常规，一系列的
创意佳作接踵而至，自然简约的居室空间带
来的却是非同一般的快乐享受。

本报讯（记者 李德伟）世界 500强碧
桂园强势挺进商丘，将凭借强大品牌实力，
为商丘人民带来“好房子中的劳斯莱斯”，
打造人居精品！

深耕中原十三城 一府对话商丘人文

4月 1日，碧桂园成功摘得市神火大道
南段实验小学旁优质地块。该地块位于商丘
市中心城区，城市核心发展区域。商丘成为
碧桂园河南区域继周口、安阳、洛阳、新
乡、许昌、郑州、平顶山、汝州、南阳、开
封、驻马店、三门峡之后，深耕中原的第
13座城市。

该案名为“商丘碧桂园·应天府”。应
天府为商丘古称之一，北宋时被称为南京。
历史是城市之血脉，建筑是时代之记忆。碧
桂园以住宅致敬时代，发源城市文脉，对话
商丘人文。风云历尽，一府尽藏！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500强
实力碧桂园匠心筑家

碧桂园集团，千亿房企、地产三强，福
布斯全球上市公司 500 强。在全球拥有逾
700 个高品质地产项目，进驻超 400 个城
镇，服务超 400万业主，“碧桂园，给您一
个五星级的家”享誉国内。2016年，入选
中国央视“国家品牌计划”，成为唯一入选
该计划的房地产企业。

碧桂园尽显工匠精神，对产品精雕细
琢，精益求精，严格施工、建材、装修等每
一道工艺，更以人为本，将设计精确到厘
米，用心创造符合更多人居住要求的精品住
宅！工匠精神，缔造非凡之作！匠心碧桂

园，值得期待！

“好房子中的劳斯莱斯”日月湖CBD旁学府美宅

碧桂园坚持“巩固三四线、拥抱一二线”的布局拓展战略，在
三四线城市推出“劳斯莱斯”项目，升级“五星”战略，从实用、
舒适、安全、健康、科技等方面对产品进行全面升级，牢牢把握三
四线城市的改善型需求。以千亿房企影响力，为三四线城市居民实
现品质居住梦想。

本次碧桂园将携集团五星旗舰新品——“劳斯莱斯”产品强势
进驻。“劳斯莱斯”产品为碧桂园的“拳头产品”，秉承与劳斯莱斯
汽车相同的匠心理念，在地段选择、产品打造和服务方面将精细化
做到极致。小到每一块砖石、铺路的盲钉都精细选材，都有专属的
数量标准。

碧桂园·应天府，碧桂园“劳斯莱斯”作品，将精研每一寸空
间功能，让每处细节都渗透人文关怀，为有成就的人建五星级的
家。汇集集团 25年开发理念精粹，将碧桂园的“五星产品”、“五星
环境”、“五星服务”、“五星配套”、“五星文化”带到商丘。项目位
于商丘应天日月湖CBD旁，周边学校环绕，教育设施配套齐全，碧
桂园将以对理想人居的倡导与坚持，将项目打造成“应天日月湖
CBD旁学府美宅”。

寻常巷陌问往昔，一抹惊鸿映沧桑。商丘，三商之源、华商之
都，这片古老而富有活力的热土，即将迎来人居品质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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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总部大楼（实景）。 资料照片

风景秀丽的碧桂园住区（实景）。 资料照片

地方政府
限高价、控预售证，
保证价格“环比不增长”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地方住建
部门普遍采用限制高价楼盘入市、
控制预售证发放节奏等“限价”手
段以缩减成交量，保证新房价格

“环比不增长”。
以深圳为例，该市新盘平均去

化率为 45％，效果明显较差。房价
方面，在地方政府的严格调控下，
2017年一季度住宅价格趋稳。

从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的上
海、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厦
门、武汉、成都、南昌等 13个重点
城市新开盘定价来看，2017 年开年
后，29.5％的项目价格与上次开盘持
平，18.8％的项目较上次开盘下跌。
而在涨价盘中，新房价格仅平均上
涨0.6％。

记者还发现，多个城市新房价
格结构性分化明显。高价项目较周
边同类楼盘的价格平均涨幅约为
8％，而低价项目价格较周边同类楼
盘价格跌幅普遍在 7％左右。例如，
杭州刚需项目“余之城”在3月14日
加推，价格较上次开盘均价下跌超
过一成。

在上海，自去年10月8日起，新
建商品住房销售方案备案实行市、
区两级审核，对上市房源定价不合
理的，坚决予以调整。高端住宅项
目泰禾上海院子、龙湖天璞等拟售
均价超过8万元／平方米的楼盘均因
报价过高拿不到预售证。“为了拿到
预售证，不少改善型住宅项目的审
批价格相较预期的报价打了 8 折。”
一名开发商告诉记者。

在广州，“天河星作”楼盘销售
员告诉记者，目前项目二期400套正
向政府申报预售证，均价在每平方
米 3.9 万元左右。“政府对价格控制
得比较严，申请预售证要排队。”

开发商
缓推盘，适当“割肉”跑量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因预售证
审批不下来而延期推盘的项目不在
少数。

“原打算去年年底开盘的项目，
但审批的销售价格跟我们的预期差
距较大，所以，到现在还没推。”一
名开发商表示。例如，自去年年底
以来，北京房地产市场鲜见新住宅
项目推盘，足见开发商的保守态度。

目前已取得预售证且顺利开盘
的项目基本都是在售价上有所“退
让”的。上海万科“天空之城”项
目负责人称：“这个项目本来销售单
价准备定在每平方米 8万元左右的，
现在批下来的价格是每平方米 6 万
元。政府调控从紧，开发商也要适
当‘割肉’啊。”

此外，开发商还采取先推低价
刚需盘“走量”的策略，以快速回
笼资金。中国指数研究院调查显
示，从重点城市推盘项目的产品定
位情况来看，2017 年第一季度开盘
项目以刚需产品为主。62.6％的楼盘
主推针对首次置业或首次改善的刚
需类产品户型，29.2％的项目主要面
向中高端改善型需求。

据房王数据中心统计，3月广州
热销楼盘榜单上，来自黄埔的刚需
楼盘“实地常春藤”“豪进左岸”分
列第一、二位。前者销售超过 800
套，后者开盘当天即宣告售罄。

购房者
观望情绪愈浓，成交量大幅下滑

迹象显示，多地新楼盘的价格
开始松动，但同时，购房者的观望
情绪也日趋浓厚，出手更为谨慎。

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显示，3月
份，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
比下滑66.5％，为5年来同期最低。

在上海，刚需购房者李宁杨表
示，由于支付能力受限，价格是买房
时首要考虑的因素。“目前感觉楼市
不太稳定，我想观望一段时间再说。”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
曦认为，市场预期调控仍将继续从
紧，再加上购房者原本就已非常浓
厚的观望情绪，后续新房和二手房
市场的量价走势将更加承压。

受访开发商对今年楼市的预判
有较高一致性：谨慎乐观，在调控
的大背景下，市场成交缩量是大概
率事件。不过，记者也注意到，近
期多家标杆房企提高了业绩目标：
恒大、万科和碧桂园均提出未来3年
内实现1万亿元销售目标，融创中国
亦将 2017年的销售目标确定为 2100
亿元，较 2016年增长 35.21％，去年
销售650亿元的新城控股也表示将冲
击千亿大关。

“现在市场进入了博弈期。房企
推盘上仍偏保守。未来是否会出于
业绩和资金压力，降价跑量，还有
待进一步观察。”易居智库研究总监
严跃进说。

全国已有60多地加码楼市调控
新房降价空间打开 购房者观望情绪愈浓

今年以来全国数十城市升级楼市调控
措施，由于近期二手房价格涨幅超过新
房，因此成为此轮调控的主要目标。记者
近日走访北京、广州、上海、厦门、成
都、河北等地发现，新政出台后，不少二
手房中介门店的业务量大幅下滑，购房者
从火烧眉毛似的找房、“抢”房，到心平气
和地议价和观望，业主的报价也开始有所
松动，不再“坐地起价”。

针对近一段时间二手房市场出现过热
行情，各地“升级加码”的楼市调控措施
中，提高购房门槛、“认房又认贷”、提高
二套房首付比例、限制“假离婚”、遏制

“学区房”炒作等政策，对二手房交易降温
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作用。

记者在二手房市场采访时也发现，随
着新一轮政策的收紧，市场预期正在发生
改变，买卖双方博弈明显，并直接导致二
手房交易的降温。

链家地产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3月
第四周，北京二手房市场带看量较调控新
政前周均超过9万次的水平有大约30%的下
滑。业主挂牌价涨幅明显收窄，表明业主
预期也在下调。

3月 15日，南京出台限购限贷政策以
来，该地区链家的成交量出现 15%以上的
下滑，半个月以来均价涨幅出现明显收
窄，最近一周均价环比下跌 3.1%。3月 25
日至3月28日短短4天内，厦门楼市调控两
度“加码”，目标直指炒房客，导致厦门二
手房市场“风云突变”。成都今年 3月出台
分区限购和限贷等一系列政策，调控后一
周该地区链家成交量环比下滑 34%，均价
涨幅较前期有明显收窄，市场热度得到部
分缓解。环北京地区二手房市场降温趋势
也十分明显。河北三河住建部门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3月24日，三河二手房成交
5951 套，面积 51.2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15%和16%。

记者调查发现，本轮楼市调控成效明
显，不论是二手房市场交易量，或是老百
姓最关心的房价均趋稳，前段时间的疯涨
势头在这两天得到遏制。

链家数据分析，调控新政对客源端影
响明显，最近一周新增客源增速环比下降
33.2%，后期二手房成交量将会出现进一步
下滑。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热点城市的二
手房市场以换房为主，客户和业主具有同
一性。调控导致部分需求退出市场，需求
减少的同时供给同步下滑。

（文图均据新华社）

楼市调控下的二手房市场

卖家不再“坐地起价”

相关新闻核心提示丨 3 月以来，全
国楼市再出新一轮调控措施，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60 多地加
码楼市调控。近日，记者走访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
多地楼市发现，各地政府正切实
履行楼市调控主体责任，千方百
计实现“房价环比不增长”，开发
商也开始“割肉让利”，在新房降
价空间打开的同时，购房者的观
望情绪日益浓厚。

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经营
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金
融服务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5至 2016年度融资担保公
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年审工作的通知》（豫政金
［2017］ 50号）文件的要求，经我办组织人员对融资
性担保机构年审资料的审核，商丘市融丰担保有限公
司拟通过2015至2016年度行业年审，现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7年4月13日－4月18日
监督举报电话：0370—3158866
电子邮箱：sfqczjjrb@163.com

公示期间如对拟通过年审的融资性担保机构有异
议，请以书面或电子文档形式（单位反映问题要加盖
单位公章，个人反映问题应署明真实姓名、身份证号
及联系方式），将意见反馈至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财政局金融办。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融资性担保公司规范经营八
不准：

一、不准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
二、不准开展违法违规理财业务。
三、不准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

四、不准误导社会公众向企业存款。
五、不准违法违规借贷行为做担保。
六、不准擅自设立任何形式的分支机构。
七、不准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金。
八、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宣传。
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7年4月13日

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金融工作办公室
关于2015至2016年度商丘市融丰担保有限公司年审拟通过的公示

业之峰装饰集团——环保装修领跑者！为了家人的健康，请选择环保装修！ 咨询热线：2088999 2732669

（特别声明：业之峰装饰公司商丘仅此一家，各县均无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