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传说"了近几个月国家针对房
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在

!

月的中
下旬#集中地! 爆发"了$

!

月
"!

日#国务院出台措施#要
求对购买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
积在

#$

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
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

% 对贷款购
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
例不得低于

'$&

# 贷款利率不得低
于基准利率的

"("

倍%对贷款购买第
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大幅度提高首付
款比例和利率水平$

!

月
")

日#国务院指出#对于商
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
张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
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

"

年以上当
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
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

月
"#

日# 住建部要求商品住
房严格实行购房实名制 住房城乡建
设部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
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
问题的通知( # 要求商品住房严格实
行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得擅自更改
购房者姓名$

人往往在碰到对某件事的判断
上没把握时#想法也会多种多样$ 有
时会把事情想的太好#也有时会把事
情想的过于糟$ 而对于目前的房地
产市场#好像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房产新政频出# 楼市反应如何)

后市又将如何走向) 本期' 房周刊( #

我们来透视新政下的常州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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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出来后#记者近两天城南城
北转了好几个楼盘的售楼处$不是星
期天#看房的人也有#表面上看起来#

属于二&三线城市的常州楼市#并未
受到新政的影响$那些外地媒体报道
的一线城市受调控影响后的抛售降
价现象#离我们好像有十万八千里的
感觉$

! 国家这么强硬的调控政策出
来#影响肯定会有$不过#从以前的几
次国家调控来看# 常州的市场反应#

一般情况下总要慢一线城市两三拍
的$ "记者特意采访了常州多家开发
商# 府西花园销售部司经理表示#虽
说此次调控力度很大#但一般政策都
有一个消化期#预计政策发挥效力的
时间就在最近一两个月#他们会根据
这两个月内市场的走向采取相应的
对策#目前的销售计划和策略不会发
生什么变化$

不过#从售楼人员热情接待的态
度# 与上几个星期的爱理不理相比#

新政对常州楼市的影响#也在慢慢地
显现$! 这几天来#购房者来看房的意
愿大打折扣# 而一些人在看房时#说
说就把话题转到房产新政上去了$ "

某售楼处一位工作人员说#! 有些首
付款算得比较紧的客户#购房的热情
已明显下降不小"$

记者调查一圈下来#虽然目前常
州各楼盘的价格未见松动#但这次房
产新政#对开发商定价的预期#还是
有了不小的转变$ 一位朋友告诉记
者#他前段时间到城北某待开楼盘看
房#咨询售楼人员开盘价格#被告知
均价约近

)$$$

元$ 这两天#他接到
售楼处的电话#得知#开盘时可能均
价会在

*'$$

元左右$

前两个月一直在看房的孟小姐#

最近几天频繁接到售楼处的电话#问
她考虑的如何#房子还要不要)! 态度
是比以前热情的多了#看得出来售楼
人员也有点急了$政府出台这么严厉
的政策# 我想房价一定会稳定住#我
选择继续观望$ "孟小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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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出台的政策主要是从调控
不合理的需求入手# 打击各种投机&

炒房的行为$对现在一些城市炒房成
风的市场现状#针对性很强$"江苏盛
阳房地产经纪公司常务副总贾慧斌
分析道$

一般来说# 购买第三套房基本上
都是投资或投机需求# 对第三套房不
放贷#可以说能够准确打击炒房行为$

限制非本地居民买房和购房套数的政
策#规避了以! 炒房团"为代表的各种
形式的游资购房# 有利于进一步稳定
市场$ 再次提及税收调控#将影响炒房

者的心理预期#让他们趋于冷静$

! 而对于改善型需求#首付款提
高的影响不会太大# 付得起就买#付
不起也能撑着住$"业内人士认为#最
近国家出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针对性
强#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加上
对心理预期的影响#有望在短时间内
稳住市场#遏制住房价进一步快速上
涨的势头#房地产市场将趋于理性和
冷静$

在外企工作的王先生对于政策
的态度是很矛盾的#这也许也代表了
大多数买房者的心态#之前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的政策控制房价#但是价格
却不跌反涨#让人对调控政策没有了
耐心和信心#这次的政策虽说力度很
大#是否会产生作用呢)而另一方面#

却又希望政策能产生作用#! 现在的
房价太高了#想买也买不起#只能看
看了#" 买房者的观望态度和开发商
相比#多的更是一份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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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政时代#楼市其实还有诸多
疑问$

前面这样轰轰烈烈的调控政策
频出# 也起到了一定的市场效果#问
题是#类似的国家调控政策#后面还
会这样继续频繁出台吗)

! 这就要看本次房产新政为什么
要出)明眼人都清楚#这次房产新政#

是因为自
+$$#

年开春后#房地产市
场太疯狂了#而且这种疯狂延续到今
年#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于是#政府
再一次出来充当灭火者的角色$ "某
营销公司负责人认为#这次调控的对
象#还是以房产投机者为主#普通购
房者充其量只能算稍稍遭了点殃的
池鱼$! 只要能把大火浇灭些#可能也
就达到了目的#伤筋动骨的事#政府
也不见得会做$"不过#许多专家还是
认为# 如果调控政策没有达到预期#

后面的重拳#还是会继续打的$

至于这些新政出来后# 房价会不
会随之下跌#许多专家认为#稳定房价
是这次房地产新政的主旨# 按照目前
房地产开发商及各地方政府的理解#

国内房价的稳定就是房价的上涨保持
在一定的幅度上#而不是房价的下落$

稳定房价就是稳定房价上涨幅度$

! 不过#对于一线城市来说#由于
投机购房的比例相对较高#楼市泡沫
也较大#因此 #新政后这几天 #像上
海&深圳等地#就出现了受调控影响
后的抛售降价现象$ "本市业内人士
分析# 常州不会像这些一线城市这
样#出现太大的波动$! 因为常州的房
价#一直是沪宁线上的价格* 洼地+#

与这个城市的经济及今后的发展趋
势并不相符# 下跌的空间应该不大#

但随着政策的深化#成交量可能会有
所萎缩#届时开发商的优惠促销力度
有望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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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本地众多传统商家都纷纷抢先
入驻国内首家网购实体商城,,,

!"#$

淘百
货商城$ 他们表示-网上电子商务平台#如
淘宝网的出现# 使零售业的各个环节都发
生了变化# 传统的零售业已受到了来自电
子商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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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百货商城是传统
零售业更新&改造&提升的平台#为传统零
售业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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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年度
&

月
'(

日举办的数码类商
家招商说明会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铺位现
场签约火爆#当场签约量达到五十多户#旗
下囊括-品牌电脑&

)*!

&办公设备&耗材等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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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全新的运营模式是吸引传统商家
入驻的重要原因$ 传统实体商业与淘宝网
电子商务#两者都有各自锁定的受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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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百货商城"将传统零售业与电子
商务渠道兼容互补$ 它为普通消费者打造
了真实的购物体验环境# 让所有商品现场
展示# 同时也通过淘宝网拓宽了商家的经
营业务渠道# 让传统商业的体验性优势充
分融合于电子商务$

商城是个体卖家借助淘宝发展业务的
一个载体# 凭借淘宝网快速且宽广的网络
营销渠道#把生意做到全国#摆脱时间与地
域的限制% 同时也将吸引普通消费者到商
城来淘到价廉物美的商品#真正实现

,&

小
时营业#永不打烊.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 全新的商业业态
也带来了很多未知的担忧$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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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百
货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商业业态能给我带
来什么) 这种全新的业态与传统的商城区
别在哪些地方) 所谓的全程服务#具体有哪
些服务)这些服务能给我带来什么)一旦入
驻之后#我的经营优势怎么保证) 商品价格
优势怎么体现) 利润呢) 销量呢) 怎么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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