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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孩子，该放手
时就放手吧

楼市太“南”，来几
百台客，签单只有个位数，
旺丁不旺财，有操盘手
自爆压力太大掉发、 接盘
以后暴瘦 16 斤

……
●卖四五十套房都得

拼了老命
●过来几百人， 成交

个位数

电路布置不及格，后
面烦事多着呢

垃圾分类时代，宠物
垃圾怎么分？

本周一 ，广州 3000 多所中小
学开学 ，“神兽 ”终于归位 。 不过 ，
你以为暑假鸡飞狗跳的日子就此

过去？ 别天真了！ “不能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 ”是一道魔咒 ，让家有
学童的父母不免陷入焦虑 。 激烈
的“上海幼升小 ”、传说中的 “海淀
妈妈 ”，当然了 ，还有永远霸屏的
学区房，每一个话题都足够刺激。

有人说，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中
产人家有两大痛点： 一是房子，二

是孩子，而学区房更是许多人眼中
的“痛中之痛”，也是不少家长心里
一根怎么也拔不掉的刺———每年

学区房的销售 、租赁旺季 ，学区房
总有能力刺痛一下市场的神经。今
年的学区房旺季，本报记者就亲眼
目睹一套 “老破小 ”学区房当场被
加价 36 万元后成交。

在一手 、 二手房都 “不红不
黑 ”的当下 ，只要价格偏笋 、总价
偏低的学区房 ， 为什么依然可以

享受万人追捧的明星待遇 ？ 这是
由学区房的特殊属性造成的 ，首
先 ，学区房有源源不绝的 “承接需
求 ”；其次 ，学区房市场更容易受
到 “赢在起跑线上 ”的冲动情绪控
制，更容易被炒作。

不过 ， 这几年关于学区房的
不理性情绪 、焦虑因素少了很多 ，
买家更加平和，尤其是在今年。 有
房地产专业机构的统计数据显

示 ， 今年广州传统名牌学校扎堆

的越秀学区房需求只是基本维持

在 20%-30%之间 ；5 月旺季 ，学区
房成交占比飙升至 40%， 而后又
慢慢回落 ，回复常态 。 与此同时 ，
随着教育资源均衡化 、 名校集团
化办学 ，一批公办 、民办的新学校
陆续投入使用 ， 家长的选择更加
多元化 ， 不少家长开始把目光转
投郊区的新晋“次学区房”。

学区房需求从焦虑到趋于平

和，亦是楼市趋于理性的缩影。

当优质教育资源缺口不再那

么大 、学区房源不再稀缺 、炒作色
彩不再浓 、家长不再有 “自古华山
一条路 ”的执着时 ，我们就能换个
思路去看学区房 ， 也能换个思维
去对待我们的孩子。

最好的教育环境 ， 是良好的
家风 ；最好的学区房 ，是家里那间
书香四溢的书房 ；最好的孩子 ，就
是自己那个平凡却又阳光的孩

子。

和上述操盘手一样“鸭梨
山大” 的还有国企一位分管多
个区域营销的老总。 他向羊城
晚报记者苦诉：“销售压力大，
自己的头发都掉了不少。 ”其负
责的一个中心区楼盘， 买家出
手的速度非常慢。

“现在的客户，基本都要从
上午 10 点谈到 24 点， 这是以
前从未有过的，我们陪足全程，
午饭、晚饭、宵夜都全包了。 ”对
此， 该操盘手显得很无奈，不
过，他补充，如果客户愿意吃、
愿意谈， 最终能签单，“我包多
少顿饭都行。 ”

出手慢、到访诚意客如“浪
里淘沙”，这是现阶段广州楼市
的普遍现象。 羊城晚报记者统
计广州世联行每周的跟踪报告
发现，8 月 19 日 -25 日期间，

广州主要在售楼盘的客户到访
量和成交量比例并不乐观：

主推刚需产品并有促销的
楼盘， 客户到访量和成交量之
比大概是 8:1，甚至更高，如推
出特价 1.8 万元 / 平方米起的
合生湖山国际，到访量 603 台，
成交套数只有 81 套；南沙大盘
越秀滨海新城，访量 214 台，成
交量 39 套；同在南沙的地铁盘
南沙水恋，到访量 186 台，但成
交量是 12 套， 三盘均价都是 2
万元 / 平方米左右。

当然，即便是刚需盘，有些
楼盘的成交更为惨淡。 例如阳
光城丽景湾， 其客户到访量是
132 台，但只有 1 套成交；花都
大盘自由人花园， 客户到访量
118 台，成交 9 套。

而面向改善型买家、 楼价

在 5 万元 / 平方米以上的楼
盘，两者的比例拉差更高。 如荔
湾的中海花湾壹号，到访量 153
台，成交 5 套，两者比例 30:1；
白云区建发央玺，到访 311 台，
成交 10 套； 天河的佳兆业壹
号，到访量 83 台，成交 2 套，两
者比例约 40:1。

对于这样的市场行情，中原
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韬对羊城
晚报记者直言：“市场现状已发
生改变，开发商要接受现实。 如
今是楼市价值理性回归的时
候，只有合理定价，才能获得
相对好的成交业绩。 ”

关 注 周 刊 订 阅 号 着

数多 ！ 这里有 ：最权威的
楼 市 家 居 业 界 发 布 ， 最
威水的大佬访谈 ， 最笋
的一二手盘 ， 最没底线
的业界八卦 ， 最实用的
购房攻略 ， 最有气质的
家居装修 ， 不定时的礼
包大派送……

“肥妹 ”、 “润哥 ”约定
你，现在就扫左上角！

（邓伟东）

肥妹答疑栏目
等你来问！家粉们有
任何关于楼市、家居
的问题，都可以留言
给后台，专业楼记 +
楼市家居专家 + 法
律顾问 + 设计师，
都是你的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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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 青
房子、孩子，该放手时就放手

学区房需
求从焦虑到趋
于平和， 亦是
楼市趋于理性
的缩影。

风头趸

旺丁不旺财，有操盘手自爆压力太大掉发，接盘以后暴瘦 16斤……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楼市营销从来都不
轻松， 虽然也曾有过好
时代， 但现在，“难呀
……”住房不炒，楼市调
控政策从未放松， 信贷
也没有松动的迹象。 想
要卖出一套房子， 起码
得 CALL（电话）数十倍
甚至百倍的客人到场。

本周， 广州多位操
盘手向羊城晚报记者大
吐苦水， 直言现在的日
子确实不好过， 商家都
要接受“楼难卖” 的现
实， 接下来的“金九银
十”档期，成交可能会好
一些， 但前提是要有合
理的定价。

近期炎热的天气， 令很多
人都觉得很烦躁。 对于很多操
盘手来说，更多了一份焦虑。 中
心区一楼盘的营销经理对羊城
晚报记者说，现在卖楼太难了。

该楼盘在今年 5 月首度开
盘，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产品
设计还不错的新盘， 应该会有
较好销量， 可惜开盘的去化率
并不理想， 随后持续推售的成
交量都差强人意。 8 月份，推出
特价单位，降价 2000 元 -3000
元 /㎡， 成交总算有一点起色。
但这位操盘手并未因此而感到
轻松。“老板要节流，宣传推广
费用大为缩减， 今年的宣传费
几乎用完了， 但还有 3 个多月
要熬。 ”

众所周知， 一个楼盘要有
销售， 各种途径的宣传必不可

少，特别是眼下的买方市场，一
旦推广费被缩， 楼盘在各渠道
的露脸机会就大大降低， 买家
不知道，到场率低也在所难免。

推广费用被砍， 如何让楼
盘提高人气？“现在只能依靠
二手中介的地产经纪带客，以
相对高的佣金，吸引他们多带
客人来，希望获得一些实在的
买家。 ”该操盘手坦言，现在地
产经纪带来的客人，虽然人数
较多，但真正想买房的人却很
少，有时到场看楼的市民有过
百人，但真正成交的只有一两
个。

“老板下达的销售指标很
高，我们团队真是操碎了心，我
到广州接盘不到三个月， 已暴
瘦 16 斤了。 8 月份卖出了四五
十套房，简直是拼了老命。 ”

楼市太“南”
来几百台客，

签单只有个位数

过来几百人，成交个位数“卖四五十套房都得拼了老命”

售楼部客人很多不等于销量很好

看楼者对样板房看得越来
越仔细，但出手速度却越来越慢

刚需产品的成交量相对较好

我太
了

制图/肖莎

宠物的日常用品比较多，若无法确定垃圾属性，可投放至其他垃圾

此前，社会上流行的“灵魂五
问”，自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
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 就变
成了以下的“灵魂六问”———

快递小哥：你是什么东西？
食堂阿姨：你要饭吗？
配钥匙师傅：你配吗？
网约车司机： 你搞清楚自己的

定位没有？
算命先生：你算什么东西？
小区物业管垃圾的阿姨： 你是

什么垃圾？
新时代细致的垃圾分类， 对于

普通家庭来说可能还相对容易，但
对于家里有猫狗的家庭来说， 包着
便便的纸巾算什么垃圾， 裹着猫屎

的豆腐猫砂又算是什么垃
圾？ ……简直是“直面灵魂”

的考验，是不是？ 好
抓狂……

本着对“主
子们”的钟爱和
对铲屎官 的 同
情 ， 羊城晚报

记者咨询了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及瑞鹏宠物医院等专业人
士， 整理了这份广州宠物家庭垃圾
指南———

第一类可回收物： 洗净的金属
罐头盒、电动玩具、自动喂食机、宠
物指甲钳、狗狗飞盘、铁笼子、毛绒
玩具、洗净的猫砂盆、猫爬架、洗净
的沐浴露及护发香波瓶子等；

第二类餐厨垃圾：狗粮、猫粮、
狗饲料、猫饲料、肉干小零食、冻干
零食、狗狗钙奶棒、磨牙棒、豆腐猫
砂、玉米猫砂等可降解猫砂等；

第三类其他垃圾：狗屎、猫屎、
猫毛、狗毛、猫狗指甲、宠物饲料包
装（如狗粮 、猫粮袋等）、各种猫砂、
宠物尿垫、裹着宠物便便的纸巾、纸
巾、宠物指甲等；

第四类有害垃圾： 宠物药品及
其包装、宠物消毒液及其包装、X 光
片，纽扣电池、家用宠物注射器、眼
药水等。

各位铲屎官，都 get 到了吗？

家有
萌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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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州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对外发布
了 《广州市居民
家庭生活垃圾分
类 投 放 指 南 》
（2019 年版）。 细
致列举了可回收
物、餐厨垃圾、有
害垃圾、 其他垃
圾这四大类 100
多种细目的垃圾
该如何投放。

垃圾分类时代
宠物垃圾怎么分？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铲屎官 ，
你 真 的 要 把

我 当 垃 圾 扔

了吗？

朕 得

和 铲 屎 官

好 好 研 究

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