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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购房者看来!现在许

多开发商是借钱盖房"依靠期房赢

利! 这种经营模式本身就有问题!

更何况对外行的购房者来说!# 看

得见"摸得着$的现房当然比# 纸上

谈兵$的期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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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房较期房减轻了消费者贷

款压力!在房屋预售制下!从预售

到正式交房尚有一年甚至更多的

时间差!这意味着购房人在既不能

控制更不能使用物业的情况下!反

而要莫名其妙地为房地产商融资

埋单! 一旦中间环节出现问题!购

房者将承担这些风险& 因此!购房

者很难规避风险!在出现购房纠纷

时购房者必然成为弱势群体&如果

进入现房时代!大多数购房者将享

受到'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的快

感!并且' 烂尾(延期交付$等开发

风险将无法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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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期房为很多非市场风险

和交易问题留下了制度漏洞&前段

时间!杭州发生多起业主集体拒绝

收房及退房事件!无疑是期房销售

后遗症的一次集中表现&而现房销

售制度!对购房者的利益将有较大

的保障!肯定会因此而降低许多房

屋纠纷& 比如!买现房!房屋质量(

配套设施(景观环境(装修标准等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直接的一

点是!现房可以实地考察!房间是

否够大!采光(通风是否良好!门窗

关闭是否严密!墙(地面是否平整!

天花板有没有裂缝!管道周围是否

渗水等&这些细节在图纸上是不可

能体现的! 但现房什么也不必多

说!看就够了)))这就是现房的优

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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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房的另一大利好是将大大刺

激开发商对产品的投入& 现房提高

了开发商的专业门槛! 以往美轮美

奂的广告包装和楼盘概念将无所遁

形! 实打实的现房让产品优势更加

明显!那些想着' 捞一票就好$对产

品没有投入的开发商将遭淘汰&

' 现房时代$悄然来临

实景现房销售 ( 带装修现

房(楼盘封顶销售**近期郑州

一些在售的楼盘!纷纷打出这样

的宣传口号%' 现房时代$俨然成

为目前楼市的热门话题% 与期房

相比 !购房者更青睐现房 !是因

为现房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看得

见 (摸得着 !无论是面积 (质量 (

户型等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购

房者对住房格局( 建材质量(空

间环境一目了然% 现房!最大的

便利就是省心%' 现房时代$在不

知不觉间悄然来临%

' 购房者一听说楼盘是现房或准

现房!便起了兴致!购买意向明显增

强% $通利房地产有关负责人说!' 因

为是现房! 通利+紫荆尚都的销售非

常不错& $

在通利,紫荆尚都售楼部! 记者

遇到了前来签合同的市民张东国!当

问及他为什么会选择在通利,紫荆尚

都买房时!他的回答是-一(通利,紫

荆尚都是现房.二(通利+紫荆尚都品

质好!企业有实力%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罗先生表达

了相同的看法% 他认为!以前是' 买了

几年才能看$!现在则是' 看满意了才

买$!现房更具有直观性!购房前可以

对自己中意的房屋进行实地考察!对

房屋的质量(区位(室内格局等各方

面进行详细了解!不必为房屋是否会

延期交付( 质量有无保证等问题担

心!避免购买期房可能带来的风险%

记者随机调查的数据显示!购房

者在' 逆市$中的自我保护意识明显

加强!超过八成的购房者表示!现房

降低了项目烂尾的风险!是当下楼市

控制风险的最好办法%

而同时记者发现!在今年上半年

的郑州房地产市场上!现房(准现房

楼盘与往年相比!数量大大增加% 由

于交房间隔时间短( 促销力度较大!

这些准现房楼盘销售都比较火爆%

通利房地产有关负责人分析!之

所以现房(准现房在近段时间销售火

爆!主要原因是郑州一年来刚性需求

压抑较久!而购房者在急切心态促使

下!选择房屋时!更多地会选择交房

时间间隔较短的现房(准现房!或是

二手房%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今年的现

房( 准现房销售数量增大的情况看!

郑州楼市正在逐步进入现房时代!这

正是郑州楼市日益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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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购房者为什么会更青睐于现房或

准现房呢/

三年前! 为解决婚后居所的小李奔走于

各个售楼处! 找来一大堆楼书!' 距市中心
$

米$(' 大面积空中庭院$(' 配备健身房$(' 幼儿

园$ **在这些极具诱惑力字眼的轰炸下!小

李心动了!但考虑到是期房!要两年后交房!小

李未免有些担心!售楼小姐见状又赶紧指着精

致的沙盘!声称买期房买的就是预期% 一番劝

说下!小李终于还是买了这套房% 如今!现房交

付使用!小李发现当初承诺的幼儿园面积缩水

了!小区绿化几近于零!更谈不上空中庭院(健

身房!而且还经常出现停水现象%

业内人士介绍!在前几年郑州楼市中!购

房者交了房款后! 等待近两年时间才得房并

不少见%这对广大购房者而言!购买期房意味

着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因为购房的过程和结

果依赖于购房合同约定% 而购房者对期房的

认可主要是源于房地产商精心策划的概念(

精美舒适的样板间等! 这让买家对期房的期

待过于理想化%真正入住后!往往发现承诺的

花园绿地变成一栋楼! 承诺的小区配置被更

换**当' 期$房成' 欺$房时!买卖双方的纠

纷也就层出不穷了%

张元龙最近买了套准现房! 他购买准现

房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买这样的房子心中有

数%' 在如今的市场下买房!就怕遇到楼盘烂尾%

现在市场形势不太好! 很多房地产公司的资金

都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买房!最害怕的就是开

发商突然走人!留给我们一个烂摊子!而准现房

主体工程已经呈现了!房子看得到了!多少有一

些安全感% $

记者调查了解到!与期房相比!准现房(现房

项目的可触摸性!是受购房者青睐的重要因素%很

多开发商都表示-' 大多数购房者在项目现场和效

果图之间!都会选择前者!毕竟眼见为实% $

通利+紫荆尚都销售人员表示!目前!房地

产开发规模较大! 就某一项具体房地产开发项

目而言!很难预料一两年以后的情况% 很多现实

中存在的问题都会给购买的期房带来不稳定的

因素!而现房和准现房的优势之一就是交房快%

另外!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房(准现房的出现!大

大减少了买房的风险!显然更受购房者的青睐%

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形势下! 消费者越来越理

性!如何能实现安全置业!成为他们买房首先考

虑的因素%

' 看到市场上有那么多楼盘停工!心里一直

在打鼓% 害怕自己买房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

在买房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仔细!对楼盘和企业

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即使是这样!仍

然希望买的是现房!因为这样觉得心里踏实% $

市民刘丽琳说%

' 现房时代$的到来!除了消费者需求的变

化促使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有关人士认为!从营销的角度讲!开工阶

段和完工阶段是销售的两个高峰期% 开工时!

项目刚刚推出!招人爱的原因是人们都喜' 新$

厌' 旧$.完工时!项目销售好的原因一方面由

于房子已经建成!购买时心里有底!不用担心

房子规划的改动!看好了就买!交了钱基本就

可以很快入住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项

目本身工程质量好!设计规划合理!如果质量(

规划有问题!因为是现房!这些问题将无法掩

盖!因此!已经完工的准现房阶段被称为项目

的第二次销售高峰期%

业内人士还认为!现房是对开发商实力和

品牌的考验!甚至成为市场筛选房地产企业的

标准之一% 在现房风潮强有力的冲击下!郑州

楼市将迎来一次全面' 洗牌$% 缺乏品牌(综合

实力较差的企业!很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一开发商告诉记者!' 现房销售$其实是对

开发商的巨大考验-一是资金回笼慢!周期长!

资金压力大.二是' 现房实景$对开发商产品品

质和实力的要求很高! 如果房子品质吸引不了

消费者!就无法说服他们购买% 楼市中现房(准

现房增多主要是因为市场的压力! 它使得开发

商不得不改变营销策略以求生存%同时!现房销

售对楼盘外立面(样板房(社区景观和配套设施

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进入' 现房时代$!

买房的市民无疑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目前! 便有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在市场不景

气(销售不畅的情况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

的研究和打造上%中信中原置业负责人表示!能

否以高品质的现房发售! 实际上已成为市民判

定房地产商是否有实力的一个标准%

在消费者看来! 现房是一个企业实力的象

征% 只有有实力的企业!才能在当前的市场形势

下!一如既往!保证工程进度!增加消费者对楼盘

的信心% 消费者相信-只有看到的!才是安全的%

而随着房地产行业逐渐成熟规范! 现房是

行业发展的必然! 市民也将在未来的楼市中选

择到更加称心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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