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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周末，到东方世纪城做手工吧！

晨报讯（记者陈海寅）“为了感谢新老客

户这一年来对东方世纪城的认可和关注，我们

在岁末年初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前些天，我

们举行了趣味魔术表演，得到了不少业主的称

赞。这周末，我们将举办‘DIY 制作石膏工艺摆

件’活动，真诚欢迎新老客户到东方世纪城售

楼部内参加。 ”12 月 19 日，东方世纪城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

该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准备了石膏工艺

摆件模型、染料、刷子等材料，可制作的摆件有

存钱罐、笔筒、玩偶等，参与活动的客户只需要

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成形的摆件上涂上喜欢的

颜色就行。“今年七夕节时，我们在售楼部内举

行了‘DIY 制作玫瑰花’的活动，受到不少业主

的喜欢。 前段时间，有客户向我们建议，希望能

再参加类似的活动。 他们在自己动手参与的同

时，也体验了一把 DIY 的乐趣。 ”该工作人员

说，客户的提议他们很重视，一番策划之后，决

定组织一次手工制作石膏工艺摆件的活动。

“得知此消息，客户们的兴致很高，不停地

向我们咨询活动细节。 ”该工作人员说，此次活

动为期两天，客户可以偕家人一起参加。“不少

有孩子的客户都参与过这样的活动， 公园、广

场等休闲场所经常会有这样的商业摊点，是很

受孩子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 ”

“‘DIY 制作石膏工艺摆件’只是我们此次

策划的一系列感谢客户活动的开始，接下来还

会再举办送台历、送八宝粥、邀请名医坐诊、写

春联等活动，敬请客户们关注。 ”该工作人员表

示。

房贷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每月固定的支出项目，它的数额高低、与家庭收入的比例，直接影响着家
庭生活质量。聊起有关房贷的话题，不少市民深有感触，尤其是近两年贷款购房的人群。而不同的家庭，面
对每月的还贷，其方式也各有不同。

房贷，如何才能不沉重
□

晨报记者陈海寅

》》》 为还房贷做两份工
于去年年底结婚的郭先生和妻子每月背

着 1600 余元的房贷， 这笔固定开销让月总收

入不到 3000 元的他们颇感压力。 郭先生说，他

和妻子的家人都不在新区，他们是婚后才一起

来到新区。

“想着以后有孩子了， 家人肯定也要来新

区，就买了一套小三室的房子，还没敢在地段好

的小区里买。起初我们也想过还房贷的问题，但

觉得以后工资肯定会涨，也就紧巴一两年。 ”郭

先生说，而今捉襟见肘的生活让他很是苦恼。他

在一家私企工作，妻子在某商场做销售，每月两

人的收入相加，也不到 3000 元。“婚后我们从没

买过衣服，即便这样生活还是很紧张。 ”

为了缓解这种状况，郭先生不得不又找了

一份工作，每天下班再做两个小时的家教。“除

了还房贷，还要攒一笔装修钱。 等有了孩子，开

销会更大。 ”郭先生说，像他的情况，买套两室

的小房子以后确实不够住，但面积稍大些房贷

就吃不消。 他现在就期待工资上涨，让家庭情

况变好一些。

》》》 以啃老方式还房贷
“给儿子买房子之前，我们的生活很轻松，

没任何压力。 从今年年初给儿子买婚房之后，

我和老伴儿也成了‘半个房奴’。 ”和记者讲起

现在还房贷的状况，新区的刘先生很无奈。 他

原本准备了 30 万元给儿子买房， 付一套两居

室房子的首付，余下的钱用来装修新房和办儿

子的婚事。“我们老两口有住房，以后不会跟他

们合住，两居室的房子足够他们住了。 儿子的

工作也比较稳定，小面积房子不会有太大的还

贷压力。 ”

但刘先生未来的儿媳妇家在外地，得知他

们只准备买二居室的房子，特别有意见。“在她

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买了一套 130 多平方米的

三居室，总价 50 多万元。 仅首付和各种配套费

用就交了约 20 万元， 装修又花了 10 几万元，

不仅把给儿子结婚的钱用完了， 每月 3000 余

元的房贷也让我们非常吃力。 ”刘先生说，他们

心疼儿子，就承担了一半房贷，老两口为还房

贷节衣缩食。

“其实像我们这种情况很常见， 不少年轻

人因为负担不起房贷，只好让家里的老人共同

分担。 ”刘先生说。

》》》 连轴加班只为挣钱还贷
在淇县某私企做工的李女士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她为了多挣工资常常连续加班，最近

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尽管如此，她还是很

高兴，因为这个月的工资，足可以让她还两个

月的房贷了。

“我们的工资是绩效制， 工作量越大工资

越高。 虽然辛苦点，但挣钱多。 我很知足，至少

我们暂时不用为还贷发愁。 ”李女士说，她和老

公是前年年底买的新房， 如今已经装修入住。

去年，他们还贷很吃力，每月都得精打细算。 从

她来到现在工作的企业，情况才渐渐好转。“平

常都是一周回一次家，每次回到家都觉得是享

受。 回去看到温馨舒适的家，觉得为了它再累

也值得。 ”

“我觉得 80 后是买房最艰难的一代，不靠

家里，在结婚前根本买不了房。 但付了首付，每

月的房贷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李女士说，她

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前年房贷政策严厉，我们

的房子能顺利批下贷款，我们很知足。 比起那

些买不了房的人，我们已经幸运许多。 ”

》》》 期待收入提高减压力
记者就房贷问题进行采访时，不少市民表

示，最高也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 50%。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位专家说， 健康的

经济体房贷应只占家庭总收入的 30%左右，这

点我很赞同。 但我身边很少有这样的家庭，不

少家庭的支出房贷都是大头，有的甚至超过总

收入的一半。 ”市民王先生说，但是相比大城市

而言，鹤壁居民还房贷的压力确实小很多。“我

曾在一线城市工作过，那里的居民每月还房贷

数额甚至占家庭月收入的 80%。 这才是被高房

价所绑架、名副其实的房奴。 ”

“每月的房贷最高也不能超过家庭总收入

的 50%，不然就会影响生活质量。 以新区的普

通家庭购买 10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为例，按每

平方米均价 4000 元计算，贷 20 年，每月的房

贷还贷数额也在 2000 元以上。 以家庭有两位

普通职工的标准衡量，每月的还款数额差不多

也占家庭收入的一半。 ”刚刚购买过住宅的李

先生说， 房贷数额和房价高低是紧密相连的，

而房价和普通居民的月收入又有着微妙的联

系，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除了自

身量力而行购房外， 也希望房价能降一些，或

者收入能增加一些。 ”

国土部强调

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
四方面措施稳定后市

18 日上午， 国土部召开新闻通气会表

示，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保持

从严从紧调控基调， 监督各地执行现有政

策措施，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实现分类指

导，加强针对性，突出差异性，强调时效性。

国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市

场出现波动的城市要采取切实措施， 进一

步落实国务院调控要求，一是加供应，稳后

市；二是控异常，防波动；三是避免误读误

导，稳定市场预期，以保持土地市场稳定，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进一步巩固调

控成果。 ”

该负责人透露， 近期国土部将明确要

求各地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分析研究

针对性，准确研判把握市场形势。 其二，稳

定住宅用地供应，促进形成良好市场预期。

其三，保持地价信号平稳，减少对市场的误

导和干扰。 其四，积极应对迅速行动，确保

各地措施取得实效。

（中新）

明年楼市或将稳中有升
据北京商报消息经过今年初触底之

后，楼市从 3 月份开始反弹，到 11 月末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的已达七成，楼市回

暖格局已定。 对于明年许多开发商直言，在

中国经济整体反弹的大趋势下，房地产业也

将随之转暖，明年有望实现量价齐升。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苗乐如日前

表示：“当前房地产已度过调控下‘最冰寒

的时代’，未来房价应保持微幅向上的调整

趋势，不会出现爆发性反弹。 ”他把这形容

为楼市已过三九四九， 该到河边看柳的五

九和六九了。

12 月 18 日，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11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中 ， 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超过了

75%，达 53 个，较上月的 35 个有较大幅度

增加，为今年以来最多。

在宏观数据整体向好的情况下， 购房

者的信心也出现了明显增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 50 个城市

进行的 2 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 ，今

年四季度，全国 66.6%的居民认为房价高难

以承受， 但有 15.4%的受访居民计划未来 3

个月内出手购房，是 1999 年有调查数据以

来的最高值。

对于未来房地产价格的走势， 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明年调控

从紧没有任何异议，估计还会加码，否则不

足以抑房价。 同时，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没提房价，口气弱于去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