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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除了这些续销的楼盘，还有几
个新盘推出了新产品。比如市北板块的
名门府，推出压轴房源——139㎡和169㎡
大户型共144套。还有位于空港新城的天
空之翼加推130套新房源，位于临浦的越
溪府则有30套排屋入市。

这三个盘因为产品面积较大或因为

在乡镇板块等原因，均不用摇号。不过，
刚领出预售证的国滨府、锦粼府和君奥时
代等楼盘，关注度都很高，3月份的榜单或
许就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国滨府是继酒
店式公寓开盘后第一次推出住宅房源，两
个户型139㎡和179㎡，吸引了很多改善
性的客户，中签率在60%。因为是毛坯交

付，楼盘打出了25930元/㎡起价的广告。
而锦粼府则是首次推出高层房源，也

是毛坯交付，产品更适合刚需购房者和首
改购房者。89㎡三房两卫的新房目前在
市北板块实在很稀缺，吸引了萧山区、滨
江区甚至江干区等刚需和首改购房者。
锦粼府高层的火爆还带动了之前不需摇

号的洋房的销售。有的购房者是在锦粼
府看高层的样板房，心动不已，在现场就
下单了一套之前开过盘、不需要摇号的洋
房。

而君奥时代“2”字头的精装修房源价
格也极具诱惑，是否会吸引刚需蜂拥而至
也值得期待。

接下来，萧山楼市奥克斯金宸玖和
府、大名城华府、新希望滨江锦宸等新楼
盘将吆喝起来，南站板块、市北板块等大
批新货将陆续入市，东方美学排屋、“五开
间”朝南的高层房源、近地铁的豪宅等等
均有，接下来的新供应房源毛坯、精装都
有，刚需和改善性购房都有的挑！

中签率29%的拥潮府获二月销冠
滨江集团合作楼盘占榜单半壁江山

今年2月的萧山楼市，没有比滨江集团更抢眼的房企了。
不论是滨江集团自己操盘的拥潮府、翡翠之星还是与其他房企
合作的卧城印象、翡翠江南、悦虹湾等都获得了较好的销售成
绩。当然，这些楼盘的热销离不开所有抱团合作开发商——德
信、碧桂园、万科、新希望、金地等房企的精耕细作，让萧山楼市
自然过渡到“金三银四”。

而在2月底3月初登记摇号的名门府、越溪府、天空之翼
因报名人数没有达到新推房源总套数，均不需要摇号，这些楼
盘可以直接到售楼处看房下单。

■记者唐欣

滨江集团成大赢家 摇号和不摇号楼盘均能上榜
进入2月成交套数排名前十的楼盘，

既有奥体辐射板块的拥潮府、翡翠之星、
翡翠江南，也有城南板块的印江南、佳源
府、卧城印象，以及吸引滨江区小白领的
风情大道、时代大道沿线的悦虹湾和风荷
锦庭，还有后起之秀科技城板块的前湾国
际社区和商业项目瓜沥商业中心。可以
说城南城北“各自花开”，住宅、商业均有

市场。
其中，拥潮府更胜一筹，126套的成交

套数，也是整个杭州的2月销售冠军。拥
潮府最近一次加推是开盘3号楼和5号楼
共158套房源，并在1月22日进行选房。
当时共有549组家庭报名摇号，中签率在
28.8%。

榜单上的翡翠之星、卧城印象、翡翠

江南、悦虹湾也均是滨江集团参与的楼
盘。除了翡翠江南最近一次开盘不需摇
号，其他几个楼盘均需要摇到号才能买。
其中，翡翠之星的中签率最低，为5.5%。

这些楼盘的热销，除了地段的优势、

产品的设计规划较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打出了滨江精工的概念，以深受购房
者信赖的滨江品质来强化项目的卖点。
而滨江集团也顺利进入2月房企股权排行
榜前三名。

当然，一些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热门的
楼盘，经过一段时间房源稳定去化，也能
上榜。比如第二次加推不需要摇号的风
荷锦庭和开盘四次均不需要摇号的前湾
国际社区均在前十榜单上。

这些楼盘首开新产品 或能霸屏3月成交榜

■记者唐欣

最近很多网友都在关注房价有没有
上涨。毕竟，房价是最直接影响购房热情
的。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购房成本，那
就是房贷利息。

最近，杭州多家银行回调首套房贷利
率上浮比例，部分银行仅较基准利率上浮
5%。大多数银行房贷利率较基准上浮
10%较为普遍。二套房贷利率也有所回
调，大多数银行回调至上浮15%，还有的
个别银行二套房贷利率回调至10%。

而在2018年中旬，大多数楼盘首套
房的利率都要上浮20%，有的商业性质的
项目，利率要上浮30%，非常明显地增加
了购房成本。

据《都市快报》报道，在杭州主城区，
最早下调的是汇丰银行。去年12月开
始，汇丰银行针对新房和二手房首套房贷

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5%，二套房上浮
10%。但是外资行普遍有较高的门槛，能
申请到最低利率的客户需要资质好，对有
的普通购房者可能并不适用。

除了汇丰银行，交通银行近期也对上
浮比例进行了调整。据报道，交通银行

“目前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上浮5%，随不同
支行贷款额度及客户资质情况调整，实际
利率以客户的征信、资质等个人信息为基
准，由银行审批决定。”

而建设银行、广发银行、工商银行等，
在今年2月底就下调了首套房贷利率至基
准利率上浮8%。目前，很多银行最低能
申请到上浮5%—8%。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萧山的工商银
行、浙商银行首套房房贷利率均从基准上
浮15%回调至上浮10%，二套房从基准利
率上浮20%回调至上浮15%。也就意味
着现在买房，银行利率比去年最高峰时至

少要优惠5%。再比如在售的锦粼府，与
其合作的民生银行首套房利率仅基准上
浮7%。

房贷利率回调能为购房者省下不少
钱。以贷款200万元为例，等额本息30年
还款，如果贷款人申请到基准利率上浮
10%的贷款利率，则每月需还款 11200
元，本息合计还款约403.9万元；而如果申
请到基准利率上浮5%的贷款利率，则每
个月需还款10921元，还款总额为393.1
万元。相当于每个月少还近300元，利息
总额少了10.8万元。如果贷款金额更高，
能省下的会更多。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银行房贷利率实
行浮动定价，随支行贷款额度及客户资质
情况调整，跟客户的征信、资质也息息相
关。因此，同一家银行的不同支行，也可
能执行不同的房贷利率。建议购房者在
申请时多咨询几家支行。

多家银行回调首套房贷利率
最低基准上浮5%

■记者陈胜楠

上周，位于市北板块的新希望滨江锦
粼府领出了首张高层项目的预售证。根
据公示的销售方案，本次锦粼府加推的是
2号楼，共108套房源，包含81套建筑面
积约89㎡的房源，以及27套建筑面积约
114㎡的房源。值得一提的是，该批房源
均为毛坯交付，均价为28200.79元/㎡。

“占比75%的建筑面积约89㎡房源”
“毛坯交付”“萧山市北板块”“均价2字开

头”这些优势让锦粼府一下子成为了不少
购房者眼中的“心头好”。趁着加推之际，
萧山日报房产周刊特组织了一场锦粼府
看房活动，在为广大购房者推荐萧山高品
质楼盘的同时，也能让大家实地感受锦粼
府产品的尺度感与空间的通透感。

上周六下午2点，看房团活动如期开
始。本次萧报看房团有近30名成员参
加，大多是通过拨打萧山日报房产周刊的
热线或钱塘会微信留言报名的。

在看房期间，记者采访了一位购房

者施女士，她告诉记者，参加这一次看
房团主要是想先来给家人“探探路”，感
受一下锦粼府的高层产品，“还是觉得
要‘眼见为实’，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从
事建筑相关的工作，所以即便是给我们
展示了户型图，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概
念，也是凑巧，看到有这个项目的看房
团，就打算先过来看看。”施女士说道，
此外她也向记者透露，她想购买锦粼府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总价在她的可承受
范围内，同时也看重新希望联手滨江的
品牌价值与产品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锦粼府作为新希望
落子杭州南岸的首个项目，特地选择了
与本土知名房企滨江集团强强联合，也
正因为此，新希望虽“初来乍到”，依然
在萧山乃至杭州市场中打响了一定的知
名度，而这一次高层加推，28200.79元/
㎡的均价更是展现出了开发商满满的

“匠心诚意”。
记者注意到，在看房团活动的当天，

锦粼府售楼处现场就聚集了众多的自来
客户，销售告诉记者，锦粼府建筑面积约
89㎡的样板房开放当天，访问人数就突
破了200组，现场也同样人气火爆。

据了解，本次新希望滨江锦粼府将
其打造的建筑面积约89㎡户型称作“宽
幕户型”，不但在边套户型上颇花心思，
中间套户型也下足了功夫。其中间套户
型，在做到了两房一厅均朝南的同时，约
3.5米的客厅开间，加上约3.2米的主卧
开间，以及次卧约3米的开间，让整个南
向的面宽高达约9.7米，较大地提高了居
住尺度以及户型采光的通透性，此外，双
明卫的设计更是让该户型“锦上添花”。

萧报看房团 一探锦粼府“宽幕”户型

锦粼府售楼处现场

萧山楼盘摇号信息

服务活动现场

■记者陈胜楠

在春意融融的三月天，萧山日报志
愿者服务队的脚步不停歇。上周，志愿
团队走进了中誉新城社区、顺发旺角城
小区等，再次给广大居民们带来了便利
服务。随着这几个社区服务活动的完
美收官，一季度萧山日报的志愿者服务
活动也暂时告一段落。

回顾今年一季度的进社区活动，志
愿者们将“磨剪刀”“测量血压”“口腔检
查”“清洗眼镜”等一系列便民活动带进
了金稼苑社区、中誉新城社区、银河社
区等，将爱心传递给居民们。

萧山日报志愿者服务活动获得各
个社区的支持，比如在元宵节当天，金
稼苑社区工作人员不但提前向社区居
民们宣传了本次活动，还在当天与志愿
者们一同为社区的居民们分发象征家
庭团圆的汤圆。据工作人员透露，不到
2个小时就在金稼苑社区分发了上百份
汤圆。金稼苑社区的居民表示对这样
的服务活动喜闻乐见。

在之后的进社区服务活动中，难得
的好天气“加持”，更增添了活动现场的
人气。有居民说道：“出来晒晒太阳，看
到有免费的服务就来凑凑热闹，和街坊
说说话，心情好上加好。”

当然，还有不少居民是“闻讯而
来”。比如在旺角城小区，张女士就是
特地带着家中用钝的刀具来到现场，早

早地排队。在现场，只见家用的菜刀、
剪刀等刀具依次码在地上，在经拥有十
多年磨刀经验的老师傅之手后，再次焕
发出了“新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者服务活动，
金喔喔相亲会每场必到，资深红娘叶大
姐坐镇现场，搭起了相亲架，集中展示
萧山本地以及杭州城区等地的优质青
年男女。叶大姐告诉记者，不少年轻男
女不好意思，因此来相亲会与大姐商谈
的大多是子女的家长。“每一次的进社
区活动，就是希望能在活动的过程中，
为这些青年男女找到适合的伴侣。”

萧山日报义工服务队自2015年开
始，已相继在多个社区与写字楼等地开
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便民活动。今
年，志愿者服务队还将以更丰富多彩的
内容，进入更多的社区，为广大居民带
去优质的便民服务。

第一季度萧报志愿者服务
圆满收官

正在报名：

◆融创江南壹号院，科技城
◇楼幢：3号楼；
◇房源套数：90套；
◇均价：28300元/㎡（含装修标

准3800元/㎡）；
◇房源面积：93.67㎡、125.33

㎡；
◇参摇门槛：50万元存款证明；
◇摇号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7日—3月21日。

◆中南君奥时代，新街
◇楼幢：4号楼；
◇房源套数：262套；
◇均价：90㎡以下20500元/㎡，

90㎡以上21000元/㎡（含装修标准
2800元/㎡）；

◇房源面积：90㎡以下户型156
套；90㎡以上户型106套；

◇参摇门槛：首套房50万元存
款证明；二套房100万元存款证明；
全款150万元存款证明；

◇摇号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7日—3月19日；

◆滨江碧桂园翡翠江南，世纪城
◇楼幢：洋房4号楼；
◇房源套数：59套；
◇均价：35132.2元/㎡（含装修

标准4000元/㎡）；
◇房源面积：115、127、139、175

㎡户型；
◇参摇门槛：首套房130万元存

款证明；其他260万元存款证明；
◇摇号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7日—3月21日。

◆德信金茂佳源府，南部新城
◇楼幢：5号楼；
◇房源套数：65套；
◇均价：27626元/㎡（含装修标

准3200元/㎡）；
◇房源面积：89㎡户型44套；

120㎡户型11套；163㎡户型10套；
◇参摇门槛：首套房40万元存

款证明；其他60万元存款证明；
◇摇号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5日—3月19日。
(信息整理：唐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