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济南二手房主动降价的多了
房东多数是想置换新盘，要求首付在六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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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敏

近日，不少购房者发现中介挂

出一些优质二手房源，不仅均价不

高，且房东主动表达降价意愿。记者

走访济南二手房市场发现，目前不少

二手房确实存在房东主动降价卖房的

情况，但多要求首付6成。对此，一些

中介解释，这些房东多数是想置换

新盘，因此着急在年底前拿到钱。

二手房东主动降价10万元

“近期不少房东主动联系我们，

说愿意降价出售。”21日，在槐荫区

八里桥附近某小区中介店，二手房

中介李女士称。

据李女士介绍，近期店里成交

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二手房，102平方

米，黄金三层。“两个月前房东挂牌

175万元。”李女士称，挂了将近一个

半月还没出手，房东就主动联系李

女士称愿意降价，最终这套房子以

165万元的价格成交。

市民陈先生不久前去看二手房，

有套房子位于市中区七里山南村。“面

积70平方米，二室，报价126万。”陈先

生称，他当时觉得有些贵，就打消了购

买的念头。结果当天下午，他又接到了

中介打来的电话，称房东愿意120万出

手，让他再考虑下……

“之前都是我们主动求着房东

别加价，现在倒过来了。”二环东路

附近一家中介店店员调侃称，从目

前来看，二手房房东主动降价的情

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对首付的要求提高了

据工业南路附近一家中介工作

人员表示，针对挂牌超过一段时间

的房源，他们会进行客户回访，大约

十分之一的房东主动表示愿意降价

成交。这名中介称，有些房东之前表

示绝对不还价，现在也表示可以和

意向客户聊聊，“一般降价5万-8万
不成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不少

二手房房东在降价卖房，但他们对

首付的要求也提高了。原先只要求3
成首付，现在提高到6成及以上，有

的甚至要求全款。

据张庄路一家中介店员工介

绍，近期二手房房价已经到了高点，

如何套现也将是个难题。“有些房东

就想将二手房卖掉去置换新房。”这

名中介称，和二手房相比较，一些新

房的价位相对较低。

有些房东已经看好了新房，通

过卖掉二手房，既可以凑足首付，还

可以减掉一套房的名额。因此，不少

房东明确表示，二手房售价可以低

一点，但至少要付六成，并且最好在

年前支付。

是否下行还有待观察

18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

格月度报告》显示,济南二手房济南

环比下降0 . 1%。

据统计,今年7月,济南二手房

价格环比微跌0 . 2%,是4月楼市最

严调控政策出台后出现的首次下

跌，之后在今年8月，济南市二手房

又微降0 . 6%，9月份微跌0 . 2%。

那么，现在二手房市场是否已

经下行？

业内人士称，济南楼市进入下

半年后，刚需房源逐渐增多，与多位

于市中心的二手房不同，刚需房源在

户型、环境和价格上有优势，并且随着

济南交通条件的改善，这种优势正逐

渐明显。不少年轻人更愿意买一辆车，

然后住到较远的新小区去。

“但现在还不好说二手房市场

是否已经进入寒冬。”业内人士表

示，因为每年的第四季度都是二手

房交易的传统淡季，阶段性的成交

量下跌并不能简单认作市场向下的

征兆。

“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业

内人士称，如果明年年初成交量还

是继续低迷的话，才说明二手房市

场确实已经处于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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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国陆

眼下楼市扑朔迷离，到底该如

何把握？24日，著名财经评论家、财

经专栏作家叶檀现身济南，就楼市

走势给出了独到的观点。她通过对

比数据判断，在济买房应该学会“跟

投”，政府投资最大、资源注入最多

的地方，往往最具投资价值。

叶檀认为，租赁住房、租售同权，不

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太大影响。目前

的楼市处于盘整期，有的地方可以买，

有的地方不可以买。“我认为目前楼市

是一个盘整的态势。等济南房价跌到

1.2万，我再去抄底？这是不可能的！”目

前济南大力建设地铁、高速路，这些都

是要靠钱堆出来的。城市在加快转型

升级，资源在集中，实力也不断提升。在

2017年上半年，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增

速排名中，济南实际经济增速为

8.3%，在所有副省级城市里排名第二。

除了一线城市之外，最好的地

方是哪儿？通过对比上海、北京、济

南、青岛的GDP、人均存款、人口流

动等数据，她指出“济南是山东流入

人口最多、潜力巨大的城市”。

叶檀认为，济南的楼市基本面

没有问题。那么，又该如何选择呢？

“在济南买房子，如果是我，我会‘跟

投’。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政府投资

量最大、资源注入最多的地方，就是

最具投资价值的地方。”

济南的中央商务区一年来变化

巨大。叶檀认为未来济南房价最高

的地方一定是CBD，这个投资量最

大、规划最好的新区。

相关新闻

中介工作人员称，近期二手房主动降价的多了。 记者 张敏 摄

神州优车进山大招管培生 高起薪副总裁直培
□首席记者 王健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11月25
日，山东大学举办2018届毕业生就业

双选会(秋季)，这是该校下半年最大

规模的招聘会，600余家单位携3万余

岗位揽才。其中，来自北上广深一线

城市的企业尤受毕业生欢迎，神州优

车“BOSS门生”高薪岗位火爆异常。

山东省人社厅发布的《2016年山

东省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年度报告》显示，毕业生到省内单位

就业的比例为74 . 96%，主要集中在

青岛和济南等较发达城市。山东拥有

丰富的煤炭、石油、矿石、粮食、棉花

等资源，是资源和农业大省，毕业生

的就业流向集中在以原材料加工为

主的传统产业。本科毕业生月均收入

为3459 . 87元，研究生月均收入为

4692 . 04元。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全国20个省

市600余家企业参加，其中97家企业

来自一线城市。虽然大部分毕业生首

选本地知名企业，但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企业因拥有政策、资金、人才等

方面的竞争优势，并且不吝开出重金

招聘人才，成为一些毕业生理想的就

业单位，不少企业收获颇丰。

为吸引优秀毕业生，聚焦于汽车

产业链的智慧服务平台神州优车提供

丰厚薪资和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前来

咨询和求职的毕业生源源不断。神州优

车HR介绍，今年主要招聘“BOSS门
生”，即针对应届生的管培生岗位，目标

是培养中高层的管理人才。该职位不限

专业，月薪1万元起。公司设立了轮

岗、与高管沟通的机会、灵活的定岗

转岗机制以及快速的晋升路径。

针对“BOSS门生”，神州优车特

别推出人才培养“大神计划”，用5年
左右时间，由公司副总裁等高管亲自

指导，将新入职场的“小白”培养成在

专业领域具有较强技能和管理水平

的“大神”。

神州优车旗下有国内最大的租

车公司“神州租车”、网约车品牌“神

州专车”，还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汽

车电商平台“神州买买车”以及一站

式汽车金融服务平台“神州车闪贷”。

今年还投资了互联网造车并进军消

费金融、互联网保险等领域。由于业

务不断扩张，今年招聘规模为去年2
倍。据了解，目前在集团高管、大区、

分公司等各级管理岗位都有从管培

生成长起来的案例，公司约七成管理

人员是从基层培养、内部提拔。

楼市在盘整
买房看好CBD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

称济南未来潜力巨大

华阳宫闭门谢客 开始全面修复
按照5A级景区标准进行，计划工期160天
□记者 高玉龙

生活日报11月26日讯 22日，济

南城市建设集团华阳宫及华山风景

区建设管理项目部发布了华阳宫古

建筑群暂停开放的公告，这也意味着

华阳宫古建筑群进入全面修复阶段。

本次修复工作将按照5A级景区标准

进行设计和执行，重点对古建筑的屋

面、墙面、地面、院墙、路面、彩绘等进

行保护性修缮和修复。修复期间将暂

停对外开发，计划工期160天。

据了解，在华阳宫周围，有着泰山

行宫、关帝庙、三元宫、玉皇宫、三教堂、

三皇殿、龙王庙、棉花殿、净土庵等庙宇

寺观，现共存34座古建筑。建筑年代以

明清居多，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占

地约1 .8万平方米，组成了济南地区现

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其中，在多处

建筑内遗存有巨幅壁画，整体面积约

320平方米，这在济南并不多见。

作为华山片区开发建设的重点

项目之一，华阳宫古建筑群的修复保

护工作此前已通过招标确定了省内

资质最高、经验最丰富、曾参与“三

孔”等国宝级文物修复工作的公司。

其中一期修复工作将按照5A级景区

标准进行设计和执行，坚持修旧如

旧，保持古建筑群内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的原有风格。

按照计划，华阳宫自2017年11月
22日起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本次维修

范围涵盖宫内全部文物主体建筑。同

时，对宫内外排水、电力及消防系统等

配套设施进行必要的扩充、改造。为了

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及文物安全，修复

期间暂不对外开放，计划工期160天。

华阳宫壁画的发现曾引起全国

文博界的轰动，这次也列入到了重点

修复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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