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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群群雄雄雄争争争霸霸霸 豪豪豪宅宅宅市市市场场场前前前景景景如如如何何何？？？
随随着着高高价价地地的的入入市市，，省省城高端住宅加速入市，市场分化将更明显

高端住宅遍地开花

龙湖地产在济南唐冶片区的
项目即将面市，据悉将是龙湖地
产的顶级之作“原著系”，主打高
端别墅住宅。众所周知，唐冶片区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遍地刚需
盘，如今迎来最为高端的一个豪
宅项目。西客站片区原来也是济
南楼市的价格洼地，如今中建、蓝
城推出的房源均以别墅、洋房为
主打，价格高达3万/m2左右。

海尔地产在十里河片区摘地
之后，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很快
也将进入市场，从上周发布的产
品信息来看，将推出海尔地产迄
今为止最高端的项目“天玺”，全
部为精装大平层，建筑面积最小
的150m2左右。

中央商务区更是豪宅的天
下，华润置地新推出的住宅项目
案名为“昆仑域”，同样是华润置
地旗下的顶豪产品。龙湖天璞、招
商·公园1872等无一例外均为精
装豪宅，售价在3万/m2左右。

各各大大房房企企在在汉汉峪峪片片区区高高价价拿拿
到到优优质质土土地地，，纷纷纷纷打打造造豪豪宅宅产产品品。。
例例如如泰泰禾禾将将打打造造最最具具代代表表性性的的

““院院子子系系””产产品品，，金金科科地地产产则则拿拿出出
了了全全新新高高端端产产品品““博博翠翠系系””。。

而而几几年年前前，，济济南南的的高高端端豪豪宅宅
屈屈指指可可数数，，基基本本上上集集中中在在千千佛佛山山

周周边边，，比如东方美郡、燕煕台、佛
山静院等。

高成本堆出来的豪宅

细数今年这些豪宅，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土地成本高。以龙
湖在唐冶打造的高端项目为例，
楼面地价超过1 . 2万/m2，如果算
上无偿捐建的政府安置房，实际
的综合成本更高。土地成本高企，
各大开发商只好用顶级豪宅来实
现溢价，从而保证利润。有的房企
没有把握不敢妄动，干脆延期开
发，或者挂牌寻找合作伙伴。

济南地产界的一位资深人士表
示，并非所有的高价地都能做成豪
宅，必须有吸引高端客群的资源配
套，以及足够的品牌吸引力，否则市
场会用脚投票。事实上，真正的豪宅
在投入上也是相当舍得。省城一家
主打别墅产品的高端楼盘，所用的
指纹智能锁全部为进口产品，一套
采购成本就达7000多元，每户安装3
套。在各个环节也都选用市面上最
先进的技术、产品。

“能拿出五六百万买房的客户，
眼光都是比较挑剔的，所以产品必
须过硬，起码有打动他们的亮点。”
济南一高档楼盘的营销负责人坦
言，让他们焦虑的是，竞争对手越来
越多，而目标客群数量有限，同时

“更难伺候”，获客成本更高。

供求失衡的市场风险

到了下半年，济南的房地产
市场逐渐趋于平稳，绝大部分楼
盘不再开盘即售罄，市民的抢房
热情也降温了，更为理性地选择
房子。售价相对较高的楼盘，去化
周期相应就要延长。例如工业北
路上的翡丽公馆，在周边低价楼
盘的重围中难以胜出。

那么，这些顶级豪宅，未来市
场前景如何？中央商务区的龙湖
天璞，单价接近3万/m2，首次开售
的去化率在90%左右，仍然相当可
观。西客站一高端楼盘仍然保持
了售罄的状态。不过，济南另外一
高端楼盘，房源总价在400万-500
万元之间，去化率并不乐观。

据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市场的
趋稳，并非所有的豪宅都那么抢手，
从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资源优势、
地段优势等几个维度来看，占据优
势越多的，肯定越被市场认可，否则
未必好卖。相对于市面上大部分楼
盘，这些高端住宅具有其它普通楼
盘不可比拟的优势，甚至部分项目
还有稀缺品的标签，售价不菲。但是
豪宅的潜在客群也相对较为小众，
开发商一味追求大户型、高端产品，
一旦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出现结构
性过剩，由此带来的市场风险也是
显而易见的。

□记者 赵国陆 高玉龙

想当年，豪宅只在千佛山周边零星绽放，到如今几乎遍地开花。一度满
眼刚需盘的唐冶和西客站，也迎来顶级豪宅。济南的高端住宅产品开始在
渐归理性的楼市中显露异彩。今年以来，随着高价土地的加速面世，顶级豪
宅市场狼烟四起，市场前景到底如何？

又一波楼盘拿到综合验收备案啦
1、鲁信蟠龙山项目(地块A

一期)1-4号楼,配套公建1,热交换
站,变配电室,中水处理站,1号地
库,开发商山东鲁信龙山置业有
限公司已于2018年7月3日取得综
合验收备案，证号：2018087

2、三盛国际汉峪片区B4地
块1-7号楼,地下车库,换热站，
开发商济南三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已于2018年7月5日取得
综合验收备案，证号：2018088

3、西蒋峪C地块房地产开发
项目一期(不含C-18#、C-19#楼)
25-40号楼、12班幼儿园、9#车库、
10#车库，开发商济南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7
月6日取得综合验收备案，证号：
2018089 (见习记者 武敏)

◎楼市资讯◎

泉胜公路港产业集聚区二期入市
7月10日，记者从济南传化

泉胜公路港媒体沟通会上获
悉，占地3000亩的传化泉胜公
路港产业集聚区，将打造成济
南规模最大的物流企业总部性
质的区域物流中心。

随着济南“北跨”战略的确
定，聚全省之力打造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济北新区定位为
现代物流产业基地等新型企业
聚集地，并且已加速推动市区

物流企业迁移至济北新区。
济南传化泉胜公路港董事

长卢诗喜表示，物流中心是济南
市政府确定的打造四个中心之
一，公路港项目最大的优势就是
系统性解决公路物流的短板，提
升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升级换
代，目前建设的二期产业集聚
区，打造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总部基地，引进中国物流业500强
企业总部。 (见习记者 武敏)

春江郦城山师二附中、附小新校区奠基
据悉，此次落脚龙湖春江

郦城，是山师二附中首次进驻
雪山片区，也是雪山片区教育
配套功能进阶的重要标志。而
从新区其他配套设施来看，除
已建成的历城区体育中心和文
博中心外，其他政务、文化、体
育、商业功能也日臻完备，正在
极速丰富着雪山片区居住者的
生活圈。从学校周边楼盘情况
看，龙湖·春江郦城位于历城区
经十路与韩仓河西路交界口路

北，是东城为数不多的高品质
社区之一，同时已规划的地铁
M3线经过附近路段，并将配备
大型交通枢纽，出行畅行无忧。

当前，雪山片区价值洼地
的特点仍旧十分明显，而随着
未来地铁通车和新区教育、医
疗资源的陆续进驻，以及东部
自然村拆迁、招商引资加大、地
价上涨等因素影响，雪山片区、
唐冶片区连接处的人口聚集效
应将进一步放大。 (张晨)继继续续寻寻美美之之旅旅，，九九里里还还在在等等你你

本周末摄影达人再聚南城，发现盛夏的美景

□见习记者 武敏

生活日报7月11日讯 盛夏时
节，蝉声未点，南城风光正旖旎。生活
日报联合华润置地·公元九里举办的

“发现九里之美”摄影大赛已经于上
周五正式启动，百余名摄影爱好者参
加了第一场摄影采风活动，“长枪短
炮”将华润城的有氧生活定格。

一一眸眸一一生生活活，，一一步步一一意意境境。。此此
次次参参加加““发发现现九九里里之之美美””摄摄影影大大赛赛
的的参参赛赛者者们们纷纷纷纷用用镜镜头头记记录录他他

们们心心中中最最美美的的场场景景。。在在仰仰
山山别别墅墅区区，，专专业业模模特特

和和业业主主代代表表，，
共共 同同 演

绎休闲绿色的时尚生活。摄影师
们来回奔波，寻找最佳角度，不停
按下手中的快门。无论是售楼处
温馨精致的示范区，还是别具一
格的园林景观，无不让参赛者们
驻足停留，纷纷拍下他们心中最
美的场景。“整个小区绿化真心不
错，空间也大，而且高低有致，园
林风格很突出。”参赛者李先生对
本次活动表示相当满意。集中拍
摄结束后，还有部分发烧友等到
了晚上，捕捉生态南城的夜景。

参赛者们积极投稿，截止到
今天，大赛平台已收到百余
组精美的参赛作品。没赶上
第一次集中外拍的，不要遗

憾，第二波集中拍摄活动马上就
来。生活日报摄影俱乐部将在本
周六(14日)下午组织第二场采风
活动，限量招募50位摄影爱好者，
想参加的摄友赶紧报名，名额有
限，报满即止。

报名成功的摄友，在本周六下
午3点前，到华润置地公元九里营销
中心参加活动(地址：市中区二环南
路与小姑山路交会处北行150米)。

本次活动大赛的投稿截止时
间为7月20日24时，随后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最高奖励现金2000元。

“清照故里”经典文化传承盛典圆满举行
2018年7月7日下午，“盛传经

典 致敬齐鲁”经典文化传承盛
典在章丘文化中心圆满举行。

此次活动由章丘区委宣传
部、区文明办、济南日报主办，三
盛集团承办，章丘曲艺家协会协
办，泉韵学校艺术指导，近三十家
媒体对此次盛典进行报道，各方
共同见证了此次活动的空前盛
况。

此次盛典，向社会各界传递
了三盛集团致敬齐鲁，以建筑传

承经典的美好愿景，标志着三盛
璞悦府项目的正式面市。

打造宜居新区、文旅名城，
是章丘建设的蓝图和目标，而
以建筑传承经典，代言章丘高
端人居，开启极致生活则是三
盛集团的愿景。三盛集团将在
章丘兑现极致美好生活的全场
景，璞悦府必将成为世界看中
国传统生活的窗口，也将成为
代言齐鲁人居文化的封面。

(康海明)

中新·锦绣天地业主共享生日家宴
对于中新·锦绣天地来说，

每一位业主都是最珍贵的存
在，是家人般的存在。为了感谢
广大业主对中新·锦绣天地的
厚爱与支持，“星耀锦绣，音你
而来”中新·锦绣天地草坪音乐
节暨7月业主家宴于7月7日欢
乐开启，业主齐聚中新·锦绣天
地营销中心，享受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业主生日家宴。

关怀每一位业主，尽心尽力
为业主奉上诚挚祝福和服务，是
中建东孚一直所坚持的，同样也
是中新·锦绣天地所致力推行
的。锦绣天地秉承中建东孚“拓

展幸福空间”的企业
理念，精心构筑低
密人文社区，传递
温暖的邻里文化。
目前，项目建筑面
积约130-160㎡新
品装修小高层，全
城发售中！

地址：历城区
世纪大道与凤鸣
路交会处东
行 5 0 0 米路
北 ( 山 东 体
育学院北门
正对面)。

(康海明)

摄摄影影爱爱好好者者在在现现场场拍拍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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