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同
比首现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0.6%，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
点，这是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连续第3
个月下降；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以
2.3%的同比降幅领跌全国，连续7个
月同比下跌。

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本月首次出现下降，降幅为0.1%。
其中北京二手房价格仅为上年同月
的93.2%，下降6.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10个，上涨的
城市有60个，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保持基本稳定。

广西北海以12.3%的同比涨幅
领涨全国，西安、昆明、哈尔滨、大连、
沈阳等城市住宅价格的同比涨幅都
在10%以上。但整体而言，二三线
城市同比涨幅仍有所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表示，3月份，各地继续以因
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为主
基调，坚持分类调控，保持政策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

环比上涨城市明显增加

从环比看，70城房价上涨动力
有所增强，上涨城市数量明显增加。
3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的城市
有55个，比上个月增加11个；二手
房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59个，比
上个月增加10个。

刘建伟表示，3月份，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继续下降，
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二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涨幅均比上月扩大0.3个百
分点。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3月份，北
京多个小区二手房新增挂牌房源量
与中介机构的意向购房者带看房次
数均有大幅提升。南京、武汉、杭州、
西安等热点城市对新房限价调控，高
性价比的预售房源需求旺盛。

安居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除
了节后返城因素，一二线城市的人才
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楼市
回温。北京、上海、宁波、西安等城市
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包括户口、
奖金、子女教育等多项优惠。其中，

西安为了招揽人才，规定全国在校大
学生仅凭学生证、身份证即可在线办
理落户。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夏丹表示，3月份，热点城市推盘量
增加，加上人才引进政策提升了一二
线城市成交预期。棚改货币化安置
效应不减，也对三四线城市的楼市有
提振作用。

热点城市调控力度不减

张波认为，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
量增加，与春节过后各个城市的入市
楼盘数量增加有关。尤其是高端住
宅供应，抬升了整体价格。

链家研究院也认为，3月全国
楼市的成交小高峰属于正常的市
场波动，并不意味着趋势性的变
化。根据往年经验，3月为传统“小
阳春”，春节前累积的需求会集中
释放。

以北京二手房市场为例，2016
年3月和2017年3月网签量的环比

增幅分别为111.3%和 113.3%。而
受调控政策影响，今年3月仅比2月
环比增加51.6%。从绝对水平看，今
年 3月成交比市场较热时的 2016
年、2017年同期均有明显减少，而与
市场相对平稳的2015年同期相当，
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杨东朗认为，观察西安、杭州、武
汉等已出台“摇号购房”政策的城
市，库存减少叠加人才引进政策，导
致的只是热点区域商品房结构性短
缺。从房地产投资数据增幅来看，
热点城市正在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

近期，热点城市的楼市调控动作
频频。3月大连出台限购措施，海南
省也对限购、限售举措再升级。杭
州、西安、武汉陆续出台“摇号购房”
政策，并保障“刚需优先”。张波等业
内人士认为，热点城市的调控力度还
将持续。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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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房前别忘了验房
收房前仔细验房，不仅有助于装修顺利进行，更

有助于将来装修出现质量问题时明确责任，避免出
现业主、开发商、装修公司三方扯皮。

检查墙面地面
不空鼓，整体平面平整，不允许有裂缝、脱皮和

起砂等缺陷。卫生间、阳台、盥洗间地面与相邻地面
的相对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有积水，不允许倒
泛水和渗漏。

检查所有门窗
检查玻璃是否有疤痕、气泡，窗户合页是否牢

固、开合流畅。门窗与墙身之间结合部的处理应平
整，无缺棱掉角，窗户开启时不能碰墙，否则墙面很
容易毁坏。铝合金或钢木门窗应安装平正牢固，无
扭曲变形，开关灵活。

检查阳台护栏是否牢固
靠海的房子，咸湿的海风很容易锈蚀金属护

栏。确认是否需要更换或做防锈处理。
检查所有插座及电气线路
检查每一个灯、开关和插座。没电笔？没关系。

您只需要一个带指示灯的充电器（两相接头）和排插
（三相接头），就可以检查所有的插座。此外，电气线路
安装应平整、牢固、顺直，过墙应有导管。

检查每个水龙头和水管
排水管之间的接驳处无渗水，水喉出水情况正

常，地漏无堵塞，排水迅速。在厨房、厕所做泡水试
验24小时，无渗漏现象。

收房是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活，要验收的细项非
常多，所以最好请专业人士协助。问题并非一次便
能看出来，因此，多验几次也无妨。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楼市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增加

热点城市调控不会放松

“擎动梦想 传祺GA4
百城试驾品鉴会”开启

4月21日，传祺GA4在北京、广州、上海、海口、
成都、西安、郑州、武汉等多个城市同步启动“擎动梦
想 传祺GA4百城试驾品鉴会”，让更多消费者感受
GA4的产品实力。

试驾品鉴会上，在操控体验区“高速过弯”“麋鹿测
试”等项目中，试驾者亲自感受了传祺GA4的“敏捷身
手”。无论是高速过弯，还是紧急变线，GA4都表现出
良好的抓地性和稳定性，这主要得益于车辆底盘以及
博世第九代ESP系统的良好性能。在“连续弯道”“高
低速组合弯”项目中，体验者对EPS电子助力转向系统
的精准性和灵活性、第二代200T发动机的高效动力和
爱信第三代6AT变速箱的平顺性给予好评。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们对车的期待除了舒适，还
有“智商”。即便是家用出行，也要够潮够科技。作为
一款中国品牌家轿，传祺GA4在这方面很“走心”。

在科技体验区内，传祺GA4智慧传祺T—BOX
3.0系统的强大功能得到充分展现。体验者站在远
处，通过手机就可隔空启动发动机和空调。此外，还
可以进行开关门锁，车窗，座椅加热，鸣笛，闪灯等操
作。天冷先热车，天热提前开空调，停车场更方便找
车，智慧传祺让消费者享受到舒适便捷的驾驶体验。

传祺GA4还拥有360°全景泊车影像系统、无
线手机充电、120万负离子+PM2.5空气净化系统等
众多配置。

传祺GA4的优异表现来自传祺家族的优质基
因。广汽传祺坚持原创设计、坚持自主研发；不忘匠
心，制造高品质产品，连续五年获得J.D.Power中国
品牌新车质量冠军的权威肯定。

试驾品鉴会上，经过近距离的深入体验，很多消费
者表示，传祺GA4不仅外观养眼，在动力、空间、舒适
性等方面也拥有雄厚实力，确实是试过之后才知好。

据了解，试驾品鉴会期间，传祺GA4可享“两成首付
两证贷 2年0利息”的金融政策。相信在亲身试驾体验
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选择传祺GA4。 （广文）

今年是海马汽车建厂30周年。
日前，一汽海马携福美来家族4款车
型亮相北京车展。其中，全新一代福
美来 F5、新一代七座多功能家轿
VF00概念车和新能源七座多功能家
轿福美来E7三款全新车型的正式亮
相，吸引了大批车展观众的目光，新车
的靓丽外形和优质性能备受好评。

据了解，一汽海马自2016年开始
践行品类战略，聚焦福美来品牌和多
功能家轿市场，投入大量精力研发精
品车型，目前战略成果已逐步显现，诸
多全新车型陆续登场。

此次北京车展上，一汽海马以强
大的产品阵容亮相，车型的快速更新

体现了海马强大的技术底蕴、研发实
力以及高效的团队执行力。

全新打造的福美来F5车型，具有
低油耗特性，非常适合年轻家庭客户
使用。新一代七座多功能家轿VF00
概念车采用全新设计理念，不仅颜值
高，在多功能性上更是优势明显。纯
电动七座家轿福美来E7则将多功能
家轿概念推向新能源领域。

全新福美来F5长近4.7米，加上
2685mm的轴距，使其成为一款A+
级轿车；全系标配了ESP电子稳定控
制系统、电子驻车制动系统、倒车雷
达、8英寸中控屏等功能。

新一代七座多功能家轿VF00可

以为用户提供舒适车辆空间，前排座
椅靠背放倒后可与第二排座椅的坐垫
对接，形成休息空间。车辆前排副驾
座椅可旋转90°，便于老人上下车。

新能源七座多功能家轿福美来
E7采用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电池
配置慢充/快充双模式充电自由选择，
慢充模式充满大约需要9小时，如果
采用大电流充电的快充模式，可实现
1小时充满。福美来E7的综合工况
续航里程达到355公里。

车展还展出了福美来F7车型。
福美来F7是获得权威机构认证的七
座多功能家轿开创者，引领七座家轿
市场。 （广文）

4月21日，豪华SUV全新林肯领
航员Navigator在海南正式上市，共
有尊耀版和林肯总统系列两款配置可
供选择。

1997年，林肯领航员Navigator
诞生。全新林肯领航员Navigator首
次引入铝制车身、10速自动变速箱、手
机无线充电等配置，将进一步增强林
肯SUV家族的整体竞争力。车辆长
5355mm，宽 2073mm，高 1937mm，
轴距达到3112mm，全系标配22寸高
级铝合金轮毂和电动伸缩式脚踏板。
轻量化的高密度铝制车身首次应用于
林肯车型，降低了整车重量，并进一步
增强车身强度。

全新林肯领航员Navigator采用
三排七座配置。第二、三排座椅可一
键折叠，在座椅全部放倒时，行李厢容
积可达2479升。全车为驾乘人员规
划了人性化的丰富储物空间。带30
向调节功能的尊享全体感座椅灵感源

自私人飞机与高级家具的配置，拥有
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可以有效缓解
人们的旅途劳顿。3.5升V6双涡轮增
压发动机可迸发出415匹马力的澎湃
动力与670牛·米的强大扭矩。10速
自动变速箱令驾驶员换挡更为平顺，
进一步增强了车辆的燃油经济性。

全新升级的林肯驾控系统集成了
CCD连续可调阻尼悬挂和EPAS电子
助力转向系统。驾驶者只需转动旋钮，
即可在标准、节能、运动、湿滑、复杂路
况和低速爬坡六种模式中轻松切换。

考虑到中国消费者对车辆静谧性
的需求，全新林肯领航员Navigator
从风噪、路噪、振动、动力总成和传动
系统等方面进行了20余项优化，配合
ANC增强式主动噪音控制系统，车辆
的NVH静音表现出众。

全新林肯领航员Navigator支持
4G车载无线网络和无线手机充电。
无线手机充电功能，可兼容市面上所

有的主流手机型号，让驾乘人员随时
随地与世界保持互联。全系标配的音
响系统自带20个扬声器，可以为人们
带来舒适的听觉享受。全车共配备13
个充电接口，其中包括一个在后视镜
后方专为中国消费者设计的行车记录
仪接口。

全新林肯领航员Navigator拥有
二十余项驾驶辅助与主被动安全配置
功能。近期上线的“林肯之道”APP不
仅可以让驾驶者远距离启动车辆和空
调，还可以帮助驾驶员迅速寻找车位
及加油站、发出道路救援信号等。
PCA防碰撞辅助系统，具有前方距离
警示与碰撞预警、行人监测及主动紧
急制动功能，通过传感器与摄像头同
时监测动态与静态物体，在驾驶员没
能及时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车辆将主
动制动。ACC智能自适应巡航系统，
具有Stop&Go自动跟车功能，让驾驶
更加自如随心。 （广文）

福美来F5领衔

一汽海马携四款车型亮相北京车展

全新林肯领航员
Navigator海南上市

房•热点

4月 18日，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2018年 3
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显示，全国楼市分类调控
力度持续显效，一线城市
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均同
比下降，二三线城市同比
涨幅回落，但与此同时，
环比上涨城市数量明显
增加。专家分析认为，3
月份房价环比数据的回
升并不意味着楼市发生
趋势性变化，热点城市调
控力度不会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