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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嘉兴二手房均价怎么样？

广电报房产专家

咨询团

问：最近新盘 如何？有没有品质好一
点的楼盘推荐？
答：目前嘉兴 的新开盘比较多，品质
都不错，特别是国际商务区的楼盘比较

１２月７日，广电报房产专家咨询团
（ＱＱ群号：１９５０７８７３６） 邀请到鼎好房

问：翰林兰庭二期是否值得入手？性
价比如何？

答：１７０００元／平方米左右，具体要 看
楼层和户型。

文／记者 朱丽佳

答：翰林兰庭二期精装价格在１５０００元

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以上回答交流，

／平方米左右，可以入手，毕竟是学区房。

２０１８ 年本报房产专家咨询团继续期

多，大家可以多关注。
问：请问国际商务区、科技城、秀湖的

待与您互动袁解答您的投诉尧疑问要要
要如

新盘，您比较推荐哪边，现在价格都差不

果你正在对楼市行情感到迷 茫袁或者对

多，是年前买还是等明年？

相中的楼盘尧户型难下决心袁又或者有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理，南湖区二手
房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全其根。他是
嘉兴最早一批从事二手房行业的人，
长期活跃在市场上，熟悉市场动向。以
下是本期专家咨询互动部分摘录。

样？
答：金融广场 周边目前有三个盘 在

答：三地相比，个人比较推荐国际商

售，随着长水路高架开通和高铁南站的改

务区。国际商务区优势多，潜力大。过年后

更或者只是想吐槽一下袁都欢迎你加 入

本期嘉宾院全其根

造，这个区域的优势更加突出。

买房可能更好，现在选择余地很大。

野广 电 报 房 产专 家咨询 团 冶渊ＱＱ 群号 院

问：金融广场 未来的发展趋势怎 么

产方面的专业知识尧法律问题想要咨询袁

１９５０７８７３６冤遥除了常规即时答疑袁每周五

人物资料院鼎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问：现在嘉兴二手房均价多少？

经理，南湖区二手房中介行业协会副

答：目前二手房市场中 ，老小区的均

会长，是嘉兴最早一批从事二手房行

价在１万元／平方米左右，次新房的价格在

业的人，长期活跃在市场上，熟悉市场

１５０００元／平方米左右 。价格相比之前略

动向。

降，主要成交很少，房东不得不降。

问：实验小学东区，现在二手房 价大

惑遥
扫一扫野嘉兴楼市冶

概多少？
答：实验小学东区目前价格在 ２万元／

二维码亦可提前获悉
本地楼市资讯和专家

平方米左右，具体看楼盘。

咨询互动反馈遥

问：百盛花园二手房价格多少？

嘉兴楼市官方微信

厅设计，主要位于高层 ２０＃、２１＃的东西边

次开盘，仍采用“线上开盘”，客户手机端

情，来到工地检验， 置业顾问也一一安

套。１４２平方米的中间套户型，存在于四幢

抢房。此次供选房源共１９４套。历经约２６分

排、陪同他们参观了４＃、６＃、１２＃楼中相同

中央高层，三开间朝南，四房两厅两卫。洋

钟，共２５７人参与，最终成交套数１５６套。其

户型的。参观过程中 ，业主们亲手触摸建

房２３＃的户型均为１３８平方米的四房两厅

中２６０平方米的大平层一套不剩，１４０－１６８

筑建材的真材实料 ，亲眼鉴赏产品的精

两卫设计，户型方正。相对来说，洋房与中

平方米房源也几乎一抢而空。

工细作，亲耳听闻工程师的专业讲解 。针

央高层的户型均为１３０平方米起步的大面
信达窑翰林兰庭样板房倾城开放

上午９点３０分至１１点袁更有不同专家坐镇解

积户型，适合一步到位的改善置业。而最

对业主们提出的不少专业性的问题 ，工
荣安府举办首次工地开放日

程团队一一详细的为他们解答了各种疑

１２月５日，信达·翰林兰庭二期公布

北侧的２５＃、２６＃楼，面积段主要为边套 １１８

近日，嘉兴荣安府举办首次工地开

问，例如采暖系统的种类、管线材质及走

预售，预售房源为２０＃、２１＃、２３＃、２５＃、２６＃

平方米、中间套８９、９７平方米，刚需自住投

放日活动。当天，置业顾问为业主们发放

位等。此前，嘉兴荣安府发布的公告《关

楼，共５３７套房源，预售均价 １４６５０元／平方

资兼宜。

了参观证和安全帽，并将他们引导至工

于业主代表意见的答 复》的内容，也在此

地，与等候已久的工程团队汇合，进入工

次工地开放日活动中得到了检验。而本

地参观。虽然本次工地开放日的开放楼

次参观过程中业主们提出的问题，工程

米； 主力户型为８９、９６、１１７、１３１、１４２平方
米。

台昇御景园６层水岸洋房开盘
１２月８日，信达·翰林兰庭二期样板房

１２月７日下午，台昇御景园正式加推

栋为４＃、６＃、１２＃楼的二单元西边套，但仍

团队也已做收集整理，后期将有针对性

盛装开放。１３２平方米的户型，四房两卫两

最后１－７＃ 多层水岸洋房 （６层带电梯）。此

有不 少 其 他 楼 栋 的 业 主 怀 着 期 待 的 心

的逐一进行整改。

从“墙门里弄”到“高档排屋”
一家三代人，见证嘉兴房地产４０年发展之路
（上接１４版）

背着几十万的贷款，我就觉得不安。”陈先

女儿的 野
电梯洋房冶
女儿结婚的时候婚房也是套小高层，

排屋 冶
不再是有钱人专属
野

是很大，也就２００多平方米，但是赠送面积

生说，年轻人和他们这辈人 的观念差很

以前如果说到谁家住的是别墅，不管

多，而且“有天有地”，还有小院，虽然住的

多，如果换成是自己欠银行这么多钱，肯

是单体还是排屋，
总给人感觉特别有钱，
“其

离市区比较远，但现在出门都有车，多开

定是寝食难安的。

实早期的时候，如果真想买排屋很多人家

十几分钟也就到了，而且双方父母来家中

们换了电梯洋房，还贷了款。
“对于我们这

说到房子，陈先生感慨道，只是几年

都是可以买的，但是一般工薪阶层都不会

带孩子也可以有地方住。

辈人来说，不喜欢欠钱 ，所以我们买房子

时间，自己的楼盘就已经有些落伍了，
房

买，压根就不会想到买，因为潜意识里就觉

从“老墙门”到“排屋”
，陈先生一家三

是不会选择贷款的，当时女儿换房的时

子真的是越造越好，而且装修风格也是几

可是，让陈先生想不到
得这是有钱人住的。”

代人的换房经历，只是嘉兴楼市的一个小

候 ，我们建议他们买小一点 ，双方家里多

年一个变化。
“在我看来 电梯洋房和我们

的是，
不久前，女儿女婿买了套
“排屋”
。

小缩影，楼市的变迁史，更 是一部长长的

拿出些钱，不要贷款了，可是女儿女婿觉

的小高层楼房差不多，不过小区环境比我

得贷款划算，还给我算了一笔账，说首套

们小区更好，而且做到了人车分流，这点

短期内不会换房了，没想 到今年他们又换

与人们追求更好的居住品质联系在一起，

房贷款利率划算。我们跟他们年轻人说不

我觉得很好，在小区里安全，不像我们住

房了，而且买的是‘排屋’。”陈先生说，女

相信这种变迁，还将继续下去。

通，也就让他们买了，但是每次想到他们

的小区，到处停满了车子。”

儿给出的理由是现在的“排屋”面积并不

是女婿家里准备的，在２０１５年的时候，他

“我以为他们洋房才住进去没 多久，

嘉兴广电报房产周刊联合嘉兴人网房产版块（ｈｔｔｐ：／／ｈｏｕｓｅ．ｊｘｒｔｖ．ｃｏｍ／），全
力打造个人房产转让、出租、求购、求租等信息免费刊登，广电报嘉兴人网房产
工作室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
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加入ＱＱ群：４６７４５５９７７或拨打房产热线：１３１０５７３８０７０
出租斜西街５００号整栋，共三层，每层７间，共５５２平方
米。原为餐饮店，水电设备齐全，
无转让费，租金面议。
联系人：洪先生８２９１５０８２

出租嘉兴大年堂前街（嘉兴商城附近）店面加住房共８０
平方米，
带一个８０平方米左右的院子，
租金面议。
张女士１３７５７３３７２９５
联系人：

出售禾兴北路２７６号嘉房房产３楼，办公用房，３８２平
方米，价格面议。联系人：汪女士，
电话８２２０３２２２。

出租协和广场１幢１１１９室单身公寓，
精装，４８平方米，
租金
每月１２００元－１３００元。
联系电话：１３０６７６２０９６７，
胡女士

出售建国金茂商务楼２楼，７５４平方米，价格面议。联
系电话８２２０３２２２，联系人：汪女士
出售盛世豪庭小区门口（沿内街），１３０平方米，租金６
万／年，租售均可，价格面议。联系人：白女士，１３５８６３３２６１８
出租洪波路１７０平方米，６楼带跃层，
４个空调，
３张床，卫
生间３个，租金面议，
长租优惠。联系人陈，１３７３８２５１５４２

住房产品品质发展史 。楼市的变迁，一直

文／记者 沈佳

出租越秀北路洪波路口同创公寓，里面的一间房间
出租，面积１２平方，已有两名男性房客，其他厨卫，客厅共
用，月租４００元，适合不烧饭的男性租住。
联系电话：１５２０５８３００６２
出售晴湾一期，１室１厅１卫 （可做２室），面积约５７平方
米，精装修，
价格９８万元左右。联系人：何女士１３９５７３２８１４２
出租蓝天嘉苑住房１３３平方米，
三楼，毛坯，设施齐全！拎
，
，
。
：
包入住 １５００元 四房 联系人 裘先生，１３９５７３４７１８４
出售松鹤里社区２幢一汽车库，面积约２０平方米，价
格面议。联系人：沈女士１７７０５７３３１７５

出售春波坊店面一楼一底，面积４４．２平方米，价格５５
万元，随时看房。联 系人：王女士１５６６９３２５２５７

转让洪波路３５３号（洪波菜场边上），二楼店面，约２００
平方米，原先经营ＫＴＶ，内有１０个包厢，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１８２５７３２００５８

遗失
声明

遗失
声明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振东电动车修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一本袁
注册号 ３３０４１１６２００１６５４３袁
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振东电动车修理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街道老袁门窗店不慎遗失通用机打发票 １６ 张袁
发
票代码院
１３３０４１６３０４３２袁发票号码分别为院
０２１６６０２３尧
０２１６６０２７尧
０２１６６０２８尧
０２１６６０２９尧
０２１６６０３４要要
要０２１６６０４５ 渊
１２ 张冤
袁声明作
废遥 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街道老袁门窗店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