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0 月是传统的购房旺季，但今年旺

季是否能旺，开盘量才能决定。纵观当前

楼市，业内人士预计，各楼盘在 9、10 月开盘

的机率非常大，在 7、8 月沉寂调整后，9、10
月或将迎来“开盘潮”。待各楼盘百花齐

放，将给这凉凉秋季增添一丝温度。

消费者期待“金九”淘好房

“等了这么久，传统旺季终于来了，许多

楼盘的营销中心陆续开放，所以我想抓住

这次购房机会。”市民曾先生告诉笔者，他

一直在等一个时机出手，金九银十是传统

旺季，优惠活动较多，作为刚需的他表示不

想错过。

市民秦女士则是典型的改善型住房需

求购房者。“小宝贝的到来，让我们享受了

三代同堂的快乐，也让我们为住房紧张而

开始烦恼。今年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断，许

多城市都在限购，现在市场倾向消费者，这

就更加坚定了我要换房的信心。”秦女士表

示，每年楼市“金九银十”的时候，楼盘都会

推出众多营销活动，如特惠房、团购房、购

房送家装等多种优惠活动，往往这个时候

会淘到真正实惠的房源。

走访时记者发现，很多消费者的想法和

秦女士相似，都想在“金九银十”寻找一些

高性价比的优质房源。记者整理得出，当

前楼市即将开盘的有金科—美湖湾香山、

碧桂园·天誉、保利·养生谷、置信·丽府、中

铁·蓝珀江宸等楼盘。其实，开发商都是全

国有名的品质开发商，因此，开发的楼盘品

质基本相差不大。而开发商的促销活动和

购房优惠，将成为很多消费者购房的关键

原因，因此很多购房者待机出手。

首次置业须注重实用性

楼市旺季，面对纷繁的楼盘信息，是买

地段还是买品牌，是追求舒适还是量力而

行，开发商大打的“投资牌”“小户型热”是

否适合自己目前的置业需求？所有的疑问

都集结在了首次购房的消费者心中，让他

们一时间犯了难。

河东新区某楼盘置业顾问介绍，“每年

的这段时间，来选婚房的都会比较多，但有

些购房者是比较盲目的，比如一味追求大

面积而忽略了实际需求，或者积蓄不多却

只想买市中心地段的楼盘，完全没有结合

自身情况进行选购。”置业顾问说，伴随着

传统旺季到来，每天来访的客户不断增加，

但他们却发现许多初次购房的消费者购房

目标并不明确，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样的房子，盲目选房的现象比较多见。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购房者买房前应

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支付能力及实际住房

需求。业内专家建议，对于有能力的首次

置业人士来说，购买的房子最好是一步到

位，能满足整个人生阶段的使用需求。若

资金不充裕也可以先购买较小的户型，不

但能解决目前的实际居住问题，若日后有

能力再改善居住条件，现有的小户型或租

或卖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投资理财方式。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旺季”

只是给了购房者多样选择的机会，而真正

的购房需求，却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所

以，旺季的好处在于楼市供应的新产品和

新房源比较多，因此选择自己喜欢房子的

机会也就较多。同时，今年下半年的遂宁

楼市的房价会趋于平稳，既不会暴涨也不

会跌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刚需

购房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就是最

好的。 （全媒体记者 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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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金九银十”或将迎来“开盘潮”

市民买房更需理性

现在的楼房越盖越高，对购房者来

说，除了价格和户型等因素，选择哪个

楼层也就成为疑虑之一。业内人士表

示，住宅楼层选择要综合考虑采光、视

野、扬灰层等因素。

中间层较受欢迎

所谓“登高望远”，在高层住宅刚

刚兴起的时候，购房者们大多以住高
层住宅为荣。但随着高层住宅的遍地
开 花 ，购 房 者 开 始 仔 细 比 较 这 一 产
品。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个很明显的

现象是，高层住宅各个楼层开始出现

明显的销售差异，往往是中间楼层好

卖，而两头却成为“困难户”。在购房

者最关注的售价方面，一般也是中间

贵、两头便宜。

物流港某楼盘置业顾问直言：“就
目前市场行情来说，高层住宅一般为
8-22 楼左右最受欢迎。对于资源型的
楼盘，比如江景房、山景房，则根据具
体的观景效果来衡量市场接受程度。”

有楼盘置业顾问表示，面对低楼层
客观存在的噪音、潮湿、粉尘、防盗等
问题，高楼层有着优势。折中来看，中
间楼盘“吃香”合情合理。

买楼层应多方考虑

究竟高层住宅几层好？业内人士

表示，楼层也有一些硬指标和利弊，衡

量高层住宅的性价比，了解各方面优

劣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楼层。

业内人士分析，从空气质量角度来

说，8-11 层是环境学上的扬灰层。不

过 8 至 11 层既可以不用担心潮湿等问

题，视野和光照也比较不错，噪音的污

染也相对较低。从采光角度看，选择 3
层以下要注意看能否保证有效日照，

能否达到“冬至日有效日照不少于 1 小

时”的规范要求。从视野来看，楼层越

高视野越好。但是顶层单位太阳直射

楼顶，夏天会很热；从噪音污染来看，

低楼层噪音、震动都会比较严重。

业内人士也表示，所谓“最佳”“最

好”，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具体在小

区或楼层选择上，人们应根据自身需

求而定，切莫盲目跟风，或过于听信

“结论”。

（全媒体记者 高婷）

市国土资源局“四举措”合
理稳控地价房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婷）去年以来，市城区

住宅用地楼面价大幅增长，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市

国土局主动回应社会热点，联合住建、税务等多部

门研究应对措施，多管齐下调控地价。

据了解，市国土局主要通过四项举措进行调

控。一是加大土地储备供应。今年市本级计划供

应 12 宗商业住宅用地约 810 亩，较去年增长 47%；另

预储备 4 宗、面积约 289.77 亩。截至目前，市城区已

供应住宅用地 960.83 亩，占去年全年的 122%，有效

缓解市场供给不足；全市目前出让土地 515.7812 公

顷，实现土地出让价款 65.65 亿元。二是合理引导用

地需求。通过媒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声，引

导市场主体理性研判市场风险、理性参与土地竞

买，避免盲目拿地、哄抬房价，引导市民合理购房，

目前市城区房地产企业拿地渐趋理性。三是研究

控地价措施。建立对竞买人土地资金审查制度，防

止违规资金进入市场；同时探索“限房价、竞地价”

“熔断机制”、超过溢价率一定比例后现房销售或竞

自持面积等多元化土地出让方式，严防高地价扰乱

市场预期，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四是加大清

理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集中利用半年时间，

开展“全市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理处置专项行

动”，加大批而未供土地有效利用，狠抓疑似闲置土

地清理核查，努力构建集约用地长效机制，维护市

场健康发展。

市城区公租房管理信息系
统培训会举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婷）日前，市房管局组

织市城区 6 个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大楼

会议室参加市城区公租房管理信息系统培训。

在培训会上，系统开发方就系统的主要功能和

特色进行了介绍，讲述了系统使用方法，并指导各

街道工作人员进行实际操作。各街道办工作人员

也提出了系统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参会领导指出，筹建此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进

一步加快市城区公租房和租金补贴申请、审核工

作，提升公租房管理信息化程度，优化群众办事流

程，缩减工作时间。

目前，系统开发方正在按照相关意见和建议对

该系统进行改进。

购房者重视高层住宅楼层选择

中间层更受青睐

遂宁海绵城市试点区域内
城市内涝防治和黑臭水体治理效果公示

全国第一批海绵城市试点即将开展验收评

估，为全面检验遂宁海绵城市试点在治理城市

内涝和黑臭水体方面的成效，让老百姓参与评

判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效果，现对遂宁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区域内城市内涝防治和黑臭水体治

理标准进行公示，就治理效果接受社会监督。

试点区域边界，易涝点及黑臭水体公示图

城市排水防涝标准公示表

序号

1

2

黑臭水体名称

明月河黑臭水体

联盟河黑臭水体

整治效果

水体实现不黑不臭

达到《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工作指南》

要求的水质指标

主要整治工程措施
源头低影响设施建设、雨污分流改造、沿河建设截污管

道、在两岸各建一座 CSO 调蓄池、清理河道两岸垃圾、对

底泥清淤、引渠河清水补给明月河

通过畜禽养殖取缔、全面落实河长制、构建联防联治机

制、控制化肥的合理使用、截污管网建设、雨污混接治

理、河道底泥清淤、水生态系统重构、污水处理厂建设

试点区域在以下降雨量条件下，实现居民

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底层不进水、道路中

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 的要求。
___年一遇

30

___毫米 /24 小时

268

雨后退水时间

（小时）

最不利情况下 5 小时（最不

利情况指 30 年一遇降雨与

涪江 20 年一遇洪水同时遭

遇），一般情况下 2 小时

主要整治工程措施

源头实施海绵化改造、客水

截流、雨污分流改造、新建

雨水管道、提升管道标准、

新建排涝泵站

遂宁市排水防涝情况监督举报电话：0825-231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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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示期 2018年 8月 1日-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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