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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张晨

5月以来全国多个城市进入持

续高温状态，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

避暑房也跟着慢慢“热”起来，不少

楼盘项目也开始审时度势地打起

“清凉消暑”牌。

什么样的房子可以避暑？可谓

众说纷纭，亲水盘、山景盘、绿化环

境好的项目都纷纷标榜自己是清凉

避暑房。据记者调查发现，为证明自

己是避暑房，一些开发商更是盛情

邀请购房者实地感受，空气、绿化、

湿地、泳池，只要和清凉沾边的都被

作为其最大的卖点。甚至有开发商

把营业结束时间调整至晚间9点，以

避免因酷热给购房者带来的负面影

响。

记者调查发现，主打清凉盘的

项目多位于济南二环以外的区域，

这些区域要么具备湿地环境，要么

紧邻山林绿植，要么靠近生态湖泊，

这些天然资源成为楼盘降温的重要

砝码。而位于济南西部湿地片区的

蓝石大溪地项目因具备天然的湿地

和大量绿植而受到购房者的青睐。

据营销人员介绍，该项目包含10万
平米原生湖泊、三个原生池塘、1200
米白鹭湖黄金水岸，丰富的水体空

间和水域资源，令夏季平均均温温度度要要

比比济济南南市市区区低低不不少少，，适适合合人人们们度度假假、、

避避暑暑。。还还有有位位于于历历城城华华山山片片区区中中心心

区域的中海华山珑城依邻华山、华

山湖，华山湖面积相当于5个大明

湖，比杭州西湖还大，总占地面积

8 . 5平方公里，其中环湖以内6 . 3平方

公里，环湖以外2 . 2平方公里，华山历

史文化湿地公园工程试验段总占地面

积23 .7公顷，绿化面积17 .1公顷，为济

南打造“14 . 6平方公里·山湖生态新

城”。

考察一个项目是否能达到“避

暑盘”效果有以下三招可供参考。

第一，“从环境上看，绿化和水

景均具有降温功效，开发商们在水

系和绿化上做文章是有道理的。水

能调节小气候，而植物能够比较稳

定地保有和蒸发水分，能使硬质铺

装减少阳光直射，少吸收热量。对于

植物而言，高大树木比草坪的降温

效果更好，当然，如果树木下面还有

草皮种植，效果最佳。”

第二，“从房子构造角度来看，

居住环境带给住户的清凉只是一个

方面，除了客观环境对住宅区气温

的影响之外，合理通透的户型设计

也是清凉房的一大要素。南北通透

的户型设计更利于空气流通，如果

有一面临水，风穿堂而过，降温效果

会更加明显。此外，建筑外立面平直

的楼盘在通风上更有优势。”

第第三三，，““从从建建筑筑材材料料上上讲讲，，要要达达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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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不同，国家针对公共建筑和住

宅建筑的保温隔热材料有不同的规

定。一般项目对于隔热材料的运用都

以达到国家要求标准为主。住宅的能

耗相对较低，对于隔热保温材料的要

求并不苛刻，一般市面上的岩棉、泡

沫玻璃、保温砂浆、聚氨酯都能达到

良好的隔热保温效果。

盛夏到来酷暑难耐，一些拥有

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楼盘纷纷打出

清凉牌，凭借优美的环境和低于市

区的气温着实吸引了不少购房者。

然而对于下半年即将入市的楼盘而

言，都在同一个太阳底下，谁也不比

谁凉快多少，加之市场调控政策，白

天的售楼处往往置业顾问比购房者

还多。

去年部分开发商打起了夜间

牌，纷纷延长售楼处的营业时间，对

于多数楼盘来说，一般售楼处到晚

上六点就会下班，最晚也就是到晚上

7点，不少楼盘的开盘活动被放到了傍

晚或夜间进行，这在济南楼盘销售历

史上还不多见。站在开发商的角度来

看，开放夜间看楼，能使上班族的客户

在周一到周五都能有一定时间前去

看房，到访量也会随之上涨。不过记

者还是想给购房者提个醒，夜晚看

楼或许无法更全面地了解楼盘采

光、配套的情况，所以建议购房者，

当你在决定掏钱时，最好白天再去

看一次，真正满意了再下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月至4月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数据显示，虽

然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上扬，但

住宅投资增速在2016年8月后时隔9个
月再现放缓迹象。

今年前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3%

2017年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2773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 . 3%，

增速比1-3月份提高0 . 2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投资18671亿元，增长10 . 6%，

增速回落0 . 6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

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 . 3%。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回落

2017年4月商品房销售面积4165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7%，增速比1-3月
份回落3 .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

积增长13 . 0%，办公楼销售面积增长

49 . 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增长

30 . 6%。商品房销售额33223亿元，增长

20 .1%，增速回落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销售额增长16 . 1%，办公楼销售额增长

50.4%，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41.4%。

东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925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 . 3%，增速比1-3
月份回落4个百分点；销售额20122亿
元，增长12 . 7%，增速回落5 . 9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0218万

平方米，增长18 . 9%，增速回落7 . 5个
百 分 点 ；销售额 5 9 9 3 亿 元 ，增 长

28 . 5%，增速回落8 . 8个百分点。西部

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10613万平方米，

增长25 . 1%，增速与1-3月份持平；销

售额6120亿元，增长40 . 8%，增速提高

1 . 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商品房销售

面积1565万平方米，增长19 . 6%，增速

回落1 . 3个百分点；销售额988亿元，

增长24 . 1%，增速回落0 . 9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正在制定

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

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

的通知》强调，要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

度，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

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长效机制。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预示着“长效机制”或将成为

2017年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落

脚点。这次中央对于长效机制的提法用

的是“加快形成”4个字。相关专家指出建

立长效机制有两个既定目标：首先，要促

进房地产市场真正平稳健康发展。“要通

过长效机制来控制房地产市场过热或者

过冷，特别是过热。”其次，建立长效机制

是真正推进“住有所居”。“从老百姓居住

的角度，要推进住有所居。每个人都能享

有适当的住房。” 本刊综合整理

全全国国房房地地产产行行业业或或将将面面临临深深度度调调整整

5月6日洪楼中心的聚隆

广场盛大开盘，让全城人见识

了什么叫真正的火爆。5月13日
聚隆广场应市加推，延续热销

之势，将商业传奇进行到底！

百年商圈的商业价值：

洪家楼作为济南百年老商

圈，素有花园路不夜城之称，百

年来人气鼎沸，商业繁荣。

700亿元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

聚隆广场8号楼地处素

济南洪家楼繁华中心，周边

人居、商业、文化氛围浓厚。

多业态聚合的商业价值：

聚隆广场8#楼在业态分

布上，布局快时尚、餐饮、少

儿中心、潮牌、休闲、娱乐等

多业态，纷呈城市内吃喝玩乐

购休闲等多样生活形式。报名

电话：85196182 (康海明)

众所周知，重汽翡翠雅郡，

推出的创新“两代居”以独特的

户型设计，既可以随时畅享团

圆的温馨，又能享受个人独立

空间而备受泉城青睐。作为创

新亲情大盘，在母亲节这样一

个节日自然更为关注。

彩绘T恤DIY，人气相当

火爆，温馨十足。小朋友在家

长和现场设计师的指导下根

据自己的想法画出各种图

案，不仅锻炼了孩子的绘画

能力及丰富的想象力，更能

增进家人间浓浓的亲情。在

插花DIY区域，让客户们亲自

动手包扎一束美丽的鲜花，

献给自己的妈妈，让感恩之

心在馨香之中传递。

重汽翡翠雅郡，于彩虹

湖畔，倾情推出创新“两代

居”，给家人最适宜的近距

离！项目签约北京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师资力

量雄厚。 (孙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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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上午，由生活日

报主办，重汽翡翠雅郡承办

的“最强大脑”记忆大师速读

速记分享会成功举办。

45秒内正确记忆36个无

序字母；5分钟正确记忆200
个无规律数字；2分钟记忆一

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4分15
秒正确记忆30个单词。这些

平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神奇

功能，在分享会现场，李艳老

师现场为大家实力展示超强

记忆功能，并为大家揭秘记

忆这些神奇记忆功能的秘

诀。现场将带领孩子们触发

新的一轮头脑风暴，掀起泉

城记忆新浪潮。

本次记忆分享会，世界

脑力锦标赛资深训练师李燕

老师现场教授练就超强记忆

力的方法和秘诀，分析数字，

中文，英语单词的记忆难点，

引导大家快速进行记忆能力

训，并现场教会大家应用图

像、联想等记忆方法并运用到

实际学习当中，为到场的家长

和学生带来一场触发头脑风

暴的记忆法讲座。 (孙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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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创创奥奥特特莱莱斯斯
盛盛大大开开放放！！
5月14日，作为济南市重点

项目以及唐冶新区重要商业配

套的首创奥特莱斯，终于在万

众期待中，迎来了体验中心的

盛大开放！当天，现场一片热闹

非凡的景象，全天到访人数近

1000人，很多关注项目许久

的济南市民纷纷慕名前来，

还有知名媒体及业内人士到

场参观，见证首创奥特莱斯

与济南正式见面的重大时

刻！此次开放活动中客户们

纷纷参观体验中心并听取置

业顾问的讲解，大家对首创

奥特莱斯带来的国际范的购

物体验充满了期待，并且十

分盼望明年首创奥特莱斯的

正式开业！我们相信，在2018
年，首创奥特莱斯将给济南

带来全新的色彩！

首创奥特莱斯，将以18
万㎡的超大体量，以及首创

巨大的专业运营，为济南带来

接轨世界的时尚品味，也为济

南人民打造真正的奥莱生活！

体验中心地址：世纪大

道与唐冶东路交汇处

(潘雯)

中中海海华华山山珑珑城城效效果果图图。。

5月12日-14日，蓝石·大

溪地E25号湖院洋房开盘一

骑绝尘，取得不菲战绩。除了

经十路湿地公园湖居的区域

环境优势，以及全线即买即

入住的湖景现房的产品（70-
162㎡瞰景小高层、140-292
㎡花园电梯洋房、270-600㎡
临湖别墅！），大溪地独具特

色的友邻文化和居住氛围，

也是备受置业者追捧的一大

原因。这里，实现了从“造好

房子”到“造好生活”的转变。

如今，蓝石·大溪地从醇

熟大盘逐渐进入“后社区”时

代，不仅靠“好产品”发声，更

有“好服务”做后盾。醇熟的

配套，是一把好生活的标尺。

从环境、居住到出行，从老

人、孩子到宠物，围绕“呼吸、

膳食、饮水、运动和物业服

务”，大溪地创立了一套独特

的社区配套标准。

(孙蕊)

蓝蓝蓝石石石大大大溪溪溪地地地定定定义义义新新新人人人居居居时时时代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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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生活日报海南置

业看房团出发啦，由美女记

者带队开启了三天两晚的看

房之旅。经过三小时零十分

钟的航程，飞机抵达了海口

美兰机场。一下飞机大家就

被眼前的椰风、海韵所吸引。

第二天一大早，来到了

淇水湾，大海叫醒了我们的

耳朵，闻着清新的海风，听着

温柔的浪花声，开启了美好

的一天；穿过花海来到了营

销中心，购房现场十分火爆，

从置业顾问介绍楼盘开始，

到最后成交买房，最快的一位

准业主用了仅不到半个小

时，当我们采访他为何这么

毫不犹豫的就定了，这位赵

先生说：“之前一直在关注山

海天的项目，来了之后实地

一看这景色和环境，我们当

即就决定要买了，加上你们

生活日报给的这么大力度的

优惠，怕再迟疑一会儿，理想

房源就没有了。”

生活日报海南置业看房

团持续火爆报名中。报名电

话：85196182 (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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