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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在很多楼盘都在打
折促销，这种情况会持续多
久？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吗？

答：真正打折促销的楼
盘，主要是远郊项目，而郑州
主城区新房基本未出现明显
降价现象。如果是自住，没
必要等待所谓的最低点，可
以买入，如果是投资，目前房
价很难上涨，可保持观望。

2.由于没有住宅购房资
格，想投资一套公寓，什么样
的公寓值得购买？

答：地铁口1000米内；
处于能提供大量年轻人就业

岗位的商务圈辐射范围；年
租金收益率不低于5%；品牌
公司物业管理；单价在周边
住宅的60%以内。如果符
合上述条件，可以购买，否则
建议放弃。

3.目前房贷超过家庭月
收入百分之六十，压力大，想
把手里一套137平方米的四
房出售，但现在卖怕卖不了
理想价格，不卖又怕价格一
直跌。是现在卖，还是先出
租，等楼市回暖再卖？

答：未来两年，二手房只
会越来越难卖。如果想卖，

赶早不赶晚，否则，就咬咬
牙，辛苦几年供下去。资金
压力大的话，做好出租管理，
提高租金溢价空间，缓解月
供压力。

4.夫妻双方在郑州有一
套住房，现有一百万左右闲
钱，想再投资一套房产。郑
州和老家漯河，哪个城市比
较合适？可以在漯河投资一
套商铺吗？

答：购买商铺时选铺很
重要，买好了，一铺养三代；
买不好，20年养一铺。站在
5-10年角度来看，还是建议

投资郑州的住宅，100万首
付，建议买个小四房。

5.在民航路有个40多平
方米小户型，想在东区换个
120 平方米以上房子自住，
首付大概在 100 万，有推荐
吗？

答：郑东新区成熟区域
内在售楼盘非常少。但受限
价政策影响，楼盘的性价比
还是较高的，如果置换，当下
是很好的时机。若不要求郑
东新区的成熟区域，亦可考
虑北龙湖之北的楼盘。

（本文仅代表专家观点）

按照业主的指引，10月
19日，记者来到御龙国际小
区售楼部，部分业主代表正
聚集在此维权，这已经是他
们第六次维权了。

“购房时，几乎所有的置
业顾问均承诺二期客厅阳台
为落地窗。”王女士称，开发
商售房时没有预售证，也没
做样板房，置业顾问们都领
着业主去看一期的现房，说
二期和一期一样是落地窗。

等到快交房时，御龙国际
二期的6、7、8号楼两百多户
业主才发现，落地窗已经变成
离地面很高的小窗户了。

中午12点时，在一位业
主家记者看到，客厅和阳台
连在一起，客厅采光效果很
差，采光面积仅能覆盖阳台，
客厅则很难被阳光照到。经

过测量，窗户宽2.8米、高1.2
米，离地约1.2米。

王女士说：“现在情况还
算好的，我们在下午四五点
的时候来过，屋子里一片黑
乎乎的，根本没有采光。”

据业主代表张先生介
绍，8月30日，针对业主的疑
问，开发商曾给他们出具了
一份《郑州御龙国际二期窗
户变更方案》，说可以申请改
造窗户，但“全体业主均应合
理承担该变更造成的费用及
延期交房等后果”。

这让业主们不能接受，
“买房时他们宣传说的是落
地窗，现在却让我们自己掏
钱改落地窗，我们不答应”。

一名代表开发商的湛姓
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窗户大小是正规设计院
的设计，我们当然要按专业
设计人员的设计来建造，我
们完全符合国家《住宅设计
规范》的标准。”

对于当初购房时置业顾
问关于落地窗的承诺，湛经
理称：“置业顾问是我们聘请
的，但她怎么宣传是她的个
人行为，我承认我们有监管
不力的过错。”湛经理表示，
置业顾问李萌已经当面向广
大业主道歉了，目前她已经
离职。

在这次维权中，业主代
表们草拟了一份协议，要求

从2018年 10月19日开始，
开发商将阳台改为落地窗，
于2019年 3月 20日前整改
结束，费用由开发商承担。

经过近4个小时的交涉，
湛经理只在协议上签下“以
上内容本人已看过，汇报领
导协商解决”的字样。

按照开发商的说法，是
设计院把窗户设计成这样，
与他们无关，事实是怎样的
呢？

中建中原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设计师潘嘉信称，一
般来讲，虽然施工图纸是设
计院设计的，但也是根据甲
方开发商的要求设计的。落
地窗和普通窗户的设计图纸
不一样，开发商一眼就能看
出来。

“置业顾问是开发商的
销售代表，是为开发商卖房
的，他们的行为就是开发商
的行为。”房产专家、国银房
产律师团队主任律师李续杰
认为，置业顾问的行为是职
务行为，出现问题开发商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要进行诉讼，业主
还得注意收集证据。”二七区
人民法院齐珂法官认为，想要
证明置业顾问的行为代表的
是开发商的行为，这种想法理
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最好还要
有能够证明开发商对外宣传
过阳台是落地窗的证据。

多家投资机构近期集中
发 布 研 报 ，调 高 碧 桂 园
（HK.2007）投资评级，看好
未来盈利增长，建议增持买
入。根据碧桂园公告显示，
2018年1-9月，碧桂园实现
权益销售金额4155.8亿元，
权益销售面积4406.万平方
米 ，同 比 增 长 38.4% 及
27.8%。数据显示，2018年
上半年，170家房企的净负债
率（永续债作为权益）约为
92.56%，同期，碧桂园的净借
贷比率仅为 59.0%，上市以
来连续11年将净借贷比率
保持在70%以下。此外，碧
桂园还多次出手回购股票。
本周，招商证券调升碧桂园
投资评级，由“中性”至“买
入”，目标价维持不变。同一
天，花旗集团发表研究报告
指出，碧桂园恢复能力较预
期更强，在近期股值回落至
吸引水平下，维持予其“买
入”评级及目标价 18.33 港
元。国际大行摩根大通也在
近日研报中预计碧桂园第四
季销售增长将加快，而公司
财务状况稳健，现金状况良
好，未来盈利将会稳健增
长。该行给予碧桂园评级

“增持”，目标价 22.5 港元。
截至19日收盘，碧桂园股价
报8.23港元，升幅2.88%。G

很多楼盘都在打折促销

现在是购房好时机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冯子雍

“很多楼盘打折促销，现在是购房好时机吗？”“什么样的公寓值得买？”“现在是出售二手房的合适
时机吗？”“手里有闲钱，可以在老家漯河买商铺吗？”……自《楼市百问》开通以来，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很
多读者发来的问题，对此，我们特别邀请郑州市房管局“楼市微观”的房管专家为大家进行解答。

在郑上新区，有这么一个
地方，湾景、公园兼具，地铁、
大型商业齐备，数千业主已幸
福安家，这就是郑西低密品质
大盘标杆项目——光明·索河
湾。光明·索河湾是由中国地
产百强巨舰——光明地产打
造，八年深耕才铸就了现在的
郑西品质低密社区。项目临
近郑州规划并已经正在紧锣
密鼓施工的轨道交通（地铁）
十号线，并自配七万平方米商
业综合体——索河·新天地，
打造荥阳最具吸引力的一站
式商业中心。光明·索河湾恪
守了光明地产“责任铸品质，
品牌创价值”的经营理念，目
前在建项目三期的容积率仅
1.99，外拥索河公园磅礴美
景，内揽低密超大社区绿化，
真正实现“一半公园一半家”
的醉美生活之选。光明·索河
湾，建面98—110㎡三期观澜
新品推出。G

郑州御龙国际小区二期：落地窗变成“监狱窗”

都是售楼员虚假宣传惹的祸?

“买房时置业顾问
打包票说新房的阳台
是落地窗，没想到建好
后，原来承诺的落地窗
变成了离地面1米多、
高仅1.2米的小窗户，
采光极差，简直跟监狱
一样……”近日，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不断接
到郑州御龙国际小区
二期业主的投诉，业主
称，开发商认为这是置
业顾问个人虚假宣传，
跟公司没关系，而置业
顾问虽然也承认是虚
假宣传，但也仅仅道歉
了事。

据悉，这样的小窗
户涉及该小区200多
户，到底该如何解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冯子雍 文 记者 吴国强 摄影

光明·索河湾三期
新品推出

多家机构调高
碧桂园评级

第15期楼市百问

郑州御龙国际小区二期阳台窗户

【投诉】
承诺的落地窗变“监狱窗”
如改造需要业主掏钱

【回应】
置业顾问个人虚假宣传
开发商仅负监管不力责任 【说法】

开发商应为
置业顾问的行为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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