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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过热
严把控势在必行

近日，针对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

过热苗头，投机炒作有所抬头等情况，住建部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重

申了我国坚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

放松的政策，并明确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 16 个城市要探索推动供地主体多元化，6

月底前提出并上报具体实施方案。

近期，随着各地人才引进政策衍生购房新热

潮，地方楼市调控政策的作用不断被稀释，不少

城市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回温的迹象。因此，本

次《通知》的出台，也被业内看做是中央保持对地

方市场从严把控避免反弹的具体表现。

当前，我市房地产市场火热，土地竞争激

烈，开发商拿地积极性高，易导致房价上涨过

快。这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住房、土地

市场进行严格调控，避免在土地竞争环节产生

的高价进一步拉动房价上涨。记者从市住建局

了解到，我市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相关政策

正在拟定中，将严格管控房地产过热及投机炒

房行为，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高婷）新房源入市 让 4月“热”起来

据 悉 ，全 市 1-4 月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147.1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9.6%；销售额

75.73 亿元，同比增长 51.8%。同时，截至 4
月底，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 524.26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15.11%，环比增长 1.13%，消化

周期约 13.61 个月，其中商品住房待售面积

162.5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53%，环比增

长 0.24%，消化周期约 4.69 个月。显然，今

年 4 月份的市场比去年同期“热”了不少，交

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4 月，遂宁楼市整体表现为供需两旺，

一季度的楼市表现坐实本轮上扬行情，供

应面开始大幅攀升，积极备货；4 月热销刚

需项目为成交面提供稳定支撑，加之推盘

项目增加，有十多个楼盘入市，其中不乏碧

桂园、保利、置信等大项目，为市场注入新

的动力，促成 4 月成交达到近几年同期峰

值。楼市的火爆，也离不开开发商花样繁

多且精彩纷呈的营销活动，4 月楼盘活动诸

如休闲游、明星演唱会等营销活动不断上

演。业内人士表示，从 4 月成交量来看，随

着房价的上涨预期，购房者购房的意识逐

渐增强，市场交易趋于活跃。

节日的推动 让 5月延续热度

随着“红五月”的即将结束，在“五一”

小长假、母亲节、“520”期间，众多楼盘借势

在节日里举办活动，带动了整个楼市的火

热氛围，不难预料，5 月楼市也将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

在“五一”营销战中，各楼盘推出了团

购、现金回赠等优惠，还有美食节、花卉展、

亲子 DIY 等营销活动。母亲节各楼盘也推

出购房特惠、蛋糕 DIY、感恩之夜等相应的

温馨活动。某楼盘置业顾问表示：“节假日

售楼处的客流量增加，或来咨询楼盘相关

信息，或来参加亲子活动。”

此外，五月依然有多个楼盘推新入市，

各县市区基本均有项目开盘，如保利·观山

樾、碧桂园·中环壹号等等楼盘均在五月加

推，由此也反映了开发商对市场的信心十

足。

除了改善型购房者，刚需型买家依然是

楼市的主要消费群体。由于宏观政策继续

支持刚需置业，近期市场推出的主力户型

为刚需楼盘也有不少。除了自住买家外，

投资型买家入市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多

个商业项目本月积极推出新房源。

从楼市来看，总体来讲市场供需两旺，

特别是在 5 月 17 日到 5 月 20 日举行的首届

房交会，也为五月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信 5 月楼市定会延续 3 月、4 月的热度，维

持高位运行态势。“预计 5 月份购房者依然

会积极入市，将总体依然处于高位水平。”

业内专家表示，在这样一个市场趋势的预

判下，房企将积极去库存和提高销售业绩。

（高婷）

名企携多盘联动 市民选择多

房交会其实也是各大房企展示形象，树

立品牌，推出新盘的机会。因为是我市首届

房交会，房企格外重视，名企云集，携旗下

多盘联动，且装修档次更高端，欧式风情、

中式复古、时尚雅致、风格多样令观众应接

不暇。随处可见超大展示牌现场宣传互动，

贵宾级的独立洽谈区，超大落地窗配简约大

气的座椅，让购房者选房更舒心。楼盘选择

多、优惠活动多，四天展期，会场人气火爆，

看房者摩肩接踵，穿梭于各个沙盘，与销售

人员攀谈项目详情。

市场利好 刚需成购房主力

今年，许多大城市纷纷限购，二三线城

市调控也在制定中，购房问题得到老百姓更

多的关注，房交会的平台作用更加凸显，旨

在帮助更多置业者放心安全地选房、购房。

从展会四天成交情况看，刚需购买占比最

高。不乏购买婚房的小夫妻、初入职场奋斗

的年轻一族、还有不少是打算毕业后留在遂

宁工作生活的在校大学生。展会第二天，一

对父母便陪着刚入职的孩子到房交会现场

选房，他们想为孩子在河东买一套好一点的

房子，为孩子就业生活提高质量。参展的各

销售楼盘表示，本届房展的市民大多是刚需

人群，成交意向非常高。

配套活动大集锦 吃喝玩乐齐上阵

房交会上除了楼盘展示外，各参展房企

还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体验，让市民玩乐

房交会。手抓现金、魔术气球、DIY 棉花糖、

免费爆米花、免费冰淇淋、模特表演……众

多趣味活动为看房买房增添欢乐。此外，还

有车展、相亲会、嘻哈音乐节等大型活动，

实现了各个产业之间的互通互联，让整个展

会更加丰富多彩。作为我市首届品牌房地

产展会，组委会为更好地服务购房者，搭建

良好的房屋买卖交流平台。展前严审参展

企业资质，拒绝手续不全的楼盘参展，展会

中实行销售人员实名制。现场还有地产专

家、律师、媒体记者、组委会组成的权威智

囊团为购房人答疑解惑；专业律师团队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为百姓服务，实现购房无

忧。

纵览四天展期，房交会充分发挥了平台

作用，为开发企业、购房者搭建了便捷的交

流买卖平台，我市房地产市场愈加成熟稳

定，房企也将一如继往做好服务工作，为楼

市稳定发展助力。 （高婷）

购房者在买房子时，往往只看看沙盘，

看看样板房，了解一下户型，就决定购房

了，没有多方面了解一些小细节。但是，现

在开发商扎堆，除了品牌的，还有很多开发

商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很多时候会出现一

些问题。本期，记者为购房者整理了以下买

房冷知识：

户型比和户室比

户型比是指各种不同的户型在总户数

中所占的百分比，户型比=某个户型的套数 /
户型的总套数。户室比和户型比的概念很

接近，是住宅建筑中，各种不同套型住宅占

住宅总套数的比重。

户型的配比基本上决定了项目的目标

人群、项目的销售价格、项目的销售抗性和

市场风险。因为开发商在拿地时，会对区域

的配套、环境、交通以及潜在的购买人群进

行调查，同时分析周边竞品楼盘的户型产

品，再综合考虑利润、产品是否易于销售等

各方面的因素，以确定户型的面积大小、几

室几厅、各个户型的数量等，即我们所说的

户型比和户室比。

同层排水

同层排水是排水横支管布置在排水层

或室外，器具排水管不穿越楼层的排水方

式。同层排水是通过本层内的管道合理布

局，彻底摆脱了相邻楼层间的束缚。同层排

水的排水管道在本层内敷设，采用了一个共

用的水封管配件代替诸多的 P 弯、S 弯，整体

结构合理，所以不易发生堵塞，而且容易清

理、疏通。其优点是：卫生器具的布置不受

限制、排水噪音小、渗漏水机率小、不需要

旧式 P 弯或 S 弯。

地漏

一般家庭需要地漏的地方是：卫生间两

个、厨房一个、阳台一个。很多情况下，卫

生间只有 1 个地漏，而厨房，没有地漏。

卫生间有两个地漏的好处是，淋浴区可

以设置一个地漏，马桶处可以设置一个地

漏，方便卫生间做干湿分离。

厨房有地漏的好处就是如若水管破裂

或忘记关水龙头，水可经由地漏处排除，避

免了家具、地板等被泡的情况。

架空层

架空层是指设计时将一楼敞开架空，

只有柱子，没有四周围护。目前的架空层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半地下室的，不算公

摊；另外一种是地上的，地上的又可以分

为以下情况：

一种是小于 2.2 米，因为目前的规划中

本身不计算建筑面积，无所谓公摊；一种是

大于 2.2 米，3 米以下的，之前的规划中一般

不计入层次和容积率，不算公摊；还有一种

是 3 米以上的架空层，四周通透，没有围护，

不计算建筑面积，但对其中有围护的楼梯、

电梯井、住宅门厅等，要算建筑面积。

据了解，要算公摊面积的架空层必须要

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这部分面积是经过

规划批准的，需要计算容积率和建筑面积

的；二是这部分面积是为上户住宅所服务的

一个区域。

梯户比

梯户比，简单的说就是单元楼电梯数和

每一层住户数的比例。比如我们所说的两

梯四户，即一个单元有 2 个电梯，一个单元

每一层有 4 户人家。

电梯的配比涉及到公摊面积、得房率以

及运营成本。梯户比高，则公摊高，得房率

低，房屋性价比也降低 ,还会涉及到设备的

运营成本以及后期维修费用。另外，梯户比

还会影响业主等待电梯的时间长短、房屋的

通风采光、私密性和安静度。

（高婷 整理）

我市召开房产测绘技术暨
软件应用交流会

促进房地产测绘领域发展

本报讯 为加强遂宁市城区房产

测绘管理和测绘成果备案，促进房产

测绘领域创新发展，日前，市房管局

举办了房产测绘技术暨软件应用交

流会，来自市城区的 10 家房产测绘

公司和四川亿联软件公司参与了交

流与讨论。

交流会上，市房管局对房产测绘

的面积计算及分摊处理典型案例进

行了分析和积极研讨。四川亿联软

件公司对易居测房产测绘操作软件

作了详细解读，并认真解答了与会测

绘公司作业技术人员提出的关于房

产测绘软件使用方面的相关问题。

会议要求各测绘公司严格按照国

家规范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测绘，

信息档案科要认真开展房产测绘成果

审核备案工作，确保房屋测绘面积的准

确性，保证房产测绘成果质量，保护房

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高婷）

安居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创
新服务方式

促进登记工作提速增效

本报讯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服务

工作改革年，安居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窗口以此为契机，多措并举为广大群

众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实现了服务

提优、办事提效目标。

据悉，在工作推进中，区不动产

登记中心开展延时服务。对下班时

还未办结的登记业务，鼓励工作人员

通过短时间加班完成工作任务，努力

确保当天工作当天办结。据统计，安

居区登记中心自成立以来为群众、企

业提供延时服务共计百余次。同时，

创新导办业务，安排业务骨干率先介

入，在导询台窗口为办理不同登记业

务的市民群众提供登记材料预审、业

务咨询和分流疏导等服务。

安居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还为市民开

通了绿色通道，缩减办事时限。（高婷）

我公司因经营原因需作住所变

更登记，特向社会承诺：我公司成立

以来，不存在非法集资及集资诈骗

等涉非行为。如有不实，请在登报

后 7 日内向遂宁市船山区打非办、

公安局、金融办、工商局反映情况。

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公告

永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22日

公 告

我市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1—4月商品房销售额达 75.73亿元 5月楼市延续热度

我市首届房交会·精品楼盘展圆满落幕

4天展会吸引3万人参观
5 月 17 日—5 月 20 日，我市首届房

交会·精品楼盘展在河东新区遂宁市体

育中心举行，此次展会由遂宁日报报业

集 团 主 办 ，四 川 博 宇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承

办，汇集全国多家品牌开发企业，为购

房者带来一次全面的、集中的展示。据

不完全统计，此次精品楼盘展接待观众

3.25 万人次，还有不少市民确定了中意

项目，零距离感受到了遂宁的品质人居

魅力。

据悉，本次首届房交会涵盖了我市

主要行政区域的主流楼盘，保利、碧桂

园、三升置业、健坤城、置信、优筑等品

质开发商携旗下楼盘参展。在我市供

需两旺的楼市行情下，今年的房交会格

外 引 人 瞩 目 ，除 了 大 批 购 房 者 涌 入 展

会，希望通过展会近距离了解最新房地

产走势和买卖优惠信息外，展会也吸引

了众多业内人士的目光。在当前市场

下，房交会的“风向标”“晴雨表”作用

更加凸显。

买房还要了解这些“冷”知识

楼市的火热，似乎已经停不下来了，“小
阳春”的势头在4月得到延续。据市住建局
房地产业科数据显示，2018年 1-4月，全市
房地产开发投资45.18亿元，同比增长2%；
商品房施工面积1059.52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28.8%；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185.2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33.2%；商品房竣工面积64.6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0.4%；商品房销售面
积 147.1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9.6%；销售
额 75.73 亿元，同比增长 51.8%。业内人士
表示，今年以来，大量购房需求集中释放，
楼市销售持续升温，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增
长态势。

4 月楼盘开盘现场人山人海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