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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下，购买公寓要慎重

新皇冠、蔚来ES8等新车即将上市
隔记者 史大玮

距离2017年结束所剩时间不多，近期汽
车市场仍有几款新车即将首发或上市，包括
君马首款SUV、新款皇冠、纯电7座SUV蔚来
ES8等，以SUV车型为主，可见目前SUV车型
仍然备受市场关注，竞争比较激烈。下面我
们准备了这几款上市新车介绍，感兴趣的朋
友可以在新车上市之前了解一下。

君马S70

首发时间：12月12日。
君马汽车旗下首款 SUV —君马 S70 将

在 12 月 12 日正式下线首发。新车定位为中
型 SUV ，同时具备较高的原创设计。此外，
新车将在 2018 年 1 月中旬上市。

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原创度较高的外
形设计，作为君马品牌的首款车型，不知未
来该车的设计会否成为家族化的设计。其前
脸整体较为霸气，采用了大尺寸六边形进气
格栅，大灯组配备了LED日间行车灯，前保
险杠和雾灯区域造型也较为夸张。

内饰方面，新车的三辐式方向盘显得很
规矩，但液晶仪表盘与中控台液晶显示屏设
计在一起，这块25寸的大尺寸液晶显示屏可
以说是新车一大亮点。同时，下方的细条型

空调出风口和控制按键等也显得很有设计
感。值得注意的是，新车采用的是棕红、黑和
米白三色拼接的设计，看起来颇具活力。

新款皇冠

上市时间：12月15日。
丰田新款皇冠已经在11月17日开幕的广

州车展首发亮相，全新搭载2 . 0T发动机，并针
对外观和配置进行了升级，将在12月15日正
式上市，新车将由目前在售的9款车型减少到
5款车型，并取消2 . 5L发动机动力总成。

新车在前脸进气格栅发动机舱盖之间
增加了镀铬饰条，尾部采用双边两出的排气
布局，整体上与现款车型基本一致。

在配置上新车为时尚版车型换装了全
新17英寸轮圈并增加了主驾驶智能钥匙。
运动版车型改名为时尚全景版，并增
加了车身侧面镀铬条以及
360度全景影像，轮圈由
17英寸升级为18英寸。

蔚来ES8

上市时间：12月
16日。

蔚来ES8将于12
月16日上市，新车将

会采用纯电动系统，其综合续航里程将超过
300km，新车将由江淮进行代工生产。

外观与概念版保持高度一致，两侧灯组
设计十分夸张，中网及以下部分均采用熏黑
设计。车身腰线前后贯穿整个车身，并在两
个轮拱处呈上扬趋势。另外，ES8将采用2+3+
2的7座布局。车尾尾灯呈长条状，并且造型
奇特，形状不规则。车身尾部线条硬朗，整体
呈阶梯状，线条分明，后包围突出。

动力方面，蔚来ES8将会采用纯电动系
统，搭载前后交流异步电机，采用四轮驱动。
新车支持快充模式，在该模式下，电池电量
从0充到80%需要1小时；而在慢充模式下，充
满电则需要8小时。

年底往往被视为买房的
好时机。2017年即将过去，选
择在这段时间购房，你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

特价是否真的优惠？

年终岁末，开发商会因资
金回流问题，推出优惠措施或
特价房吸引购房者。这时，购
房者要做的是提前了解一下
该区域的房价，看看之前开发
商的优惠力度等，防止楼盘打
着特价旗号，先涨价后打折。

房屋是否存在“硬伤”？

有些特价房存在“硬伤”，
比如公摊面积大，空间利用率
低，或者户型设置不合理，楼
层位置不佳，存在朝向、采光、
通风等先天不足。这些问题，
购房者在挑选特价房时要格
外留意。

过户及交房时间是否明确？

1 .期房新房
购买期房，在房屋外观还

停留在沙盘上的情况下，我们
一定要详细询问房屋交付的
时间和房产证的办理时间。购
买时，尽量选择大品牌的楼
盘，避免项目烂尾等问题。

2 .现房新房
买现房新房，交房时间是

年前还是年后？物业费等费用
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产权证
什么时候办理？这些问题都需
要在购房前咨询清楚。

3 .二手房
买二手房，需要把过户和

交房时间落实到年月日上，并
把内容添加到合同条款中，避
免纠纷。 记者 史大玮

年底购房
哪些因素需要考量

新房装修完
清除甲醛很关键

装修材质比如油漆、涂料、
木板、胶合板等，其中含有不同
程度的氨气、甲醛、乙烯、苯、甲
醇等有害气体。在装修新房搁
置一段时间后，房内的有毒物
质被风吹到屋外，虽然闻不到
气味，但实则是没有消尽，仍留
有有毒物质。新房除甲醛这几
个方法很有效：

第一步：开窗通风
开窗通风的同时，将橱柜门

及抽屉打开，通过空气对流的方
式，将甲醛稀释并排放到室外
去。这一步虽然简单，但是也要
注意天气情况，一旦刮风下雨必
须及时关闭门窗，以免大风大雨
破换了新装修的家居环境。

第二步：放置活性炭
通过数日的开窗通风，虽

然可以有效的将甲醛排放到室
外，但是一些角落及密闭地方
的甲醛残留度还是很高的。因
此，可以购置活性炭包来吸附
残留的甲醛，这样除甲醛效果
会更好。

第三步：种植盆栽
装修好的新房通过一系

列措施可以基本消除甲醛异
味，但是残留的甲醛通常味道
很小甚至感觉不到并且残留
长达 3 ～ 5 年。因此，无论是
入住前还是入住后都建议买
一些去除甲醛的植物，比如倒
吊兰、虎尾兰、一味兰、芦荟等
天热清道夫。 记者 史大玮

虽然公寓有种种弊端，但是在限
购下没有买房资格的人来说，买房投
资，公寓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那
么对于想买公寓的人来说又有什么
注意事项呢？
1、注意房屋产权：

按照相关规定，房屋使用权性质
和土地使用权是一致的，涉及商品
房性质的只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和工业用地。购房者只需查看楼盘
的《国土使用证》中土地用途一栏，
住宅还是商业便一目了然。明确了
产权就明确了土地的使用年限，而
且要注意项目的拿地时间，假设已
经拿地 6 年，以后你可以使用的年限
则是 40-6=34 年。有的楼盘避重就
轻，也许拿了 10 年地，等你入伙后，
只剩下 30 年不到了。
2、考虑收益属性：

如果是投资买公寓，你一定要算
一笔账才能入手，主要考虑你的利息
成本，投入资金产生的机会成本，入手
后还需投入多少资金，如契税、维修基
金、装修等投入，然后再考虑房子用来
出租每个月能收益多少，在考虑租金
收益时，一定要考虑 1 个月的空档期，
因为你无法保证每个月的房子一直有
租客。另外尽量选择好的地段，交通方
便的楼盘，或者是附近有大量客源的
楼盘，这样出租会比较容易。
3、房屋面积的大小要合适：

不宜选择太大的房子，作为单身
公寓控制面积也就控制了总价，控制
了你投入的成本。而大 5 到 10 个平
方，投入相差也许多了 10 万，但每月
租金却多不了多少。
4、考虑转手问题：

公寓作为过渡型产品，永远无法
成为长久居住之地，因此，买后，你的
房客会每年一换，租金回收成本，一
般 20 年左右，另外剩余的年限就作
为一个长期收益，看你怎么考虑，当
然你如果想套现，就要考虑转手问题
了，因此公寓事实上重点是考虑地段
问题。

隔记者 史大玮

提到公寓，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40年产权，商业水电，不能装天然气，一般刚需
族是不会将公寓作为置业的首要考虑，而单身购房者或者外来工作的人租房考虑到成本
和地段都会选择公寓房。公寓楼之所以出现，很多原因是开发商为了消化土地里商业指
标而做的，因为公寓楼能一梯多户，对采光也没有强烈要求，并且能销售，去化商业指标，
因此出现很多楼盘路口有公寓楼的产品。

目前，山东省青岛、济南、威海、聊城、德州、滨州等地陆续实行限购政策，公寓就成为
限购外投资新秀，那么公寓是否值得买呢？购买公寓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现在市面上的公寓，一般都是商务公寓
和酒店式公寓两种，而公寓和70年产权的住
宅有啥区别呢，总结了一下：

1、土地使用年限短
比起住宅，公寓土地使用性质上大多属

于商业性质。相比住宅性质用地使用年限有
70年，这类土地使用年限仅为40年。现阶段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满的，将自动续期。而对于
商业性质用地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如果拆
迁，按照城市拆迁补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商业用地拆迁补偿资金高过普通住宅的，商
业拆迁补偿面积是 1 赔 3，住宅用地拆迁补
偿面积是 1 赔 1。

2、高税费转手交易难
一般公寓二手房转手交的税费比住宅

要多5%。当然这个都是买家出，但成本高了
也制约转手。

3、房贷利率高，年限短
虽然商用公寓不受住宅限购令、限贷令

影响，但因为是商用性质物业，只能获批最
高五成、最长10年期的贷款，而且不能申请
利率较低的公积金房贷。目前，商用用地性
质的公寓贷款利率一般为基准利率的1 . 1
倍，比起住宅来说，公寓的利息支出就高了
很多，也就不划算了。

4、管理费、水电费更贵
公寓比住宅来说，管理费和水电费都会

高出很多，因为公寓是按照商业水电费的标
准来收取的。长沙住宅物业的用水加污水处
理费收费标准为2 .58元/立方米(不含二次供水
收费)，而商业物业用水的收费标准就会达到
4 .38 元/立方米(不含二次供水收费)；住宅的用
电收费标准为 0 . 58 元/度，公寓的用电收费标
准就可能会是 1 . 03 元/度。另外，商用公寓的
物业管理费一般都要比普通住宅高一些。

公寓与住宅的四大区别

购买公寓的四大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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