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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房通道”已上线
足不出户在家完成住房认购报名

为进一步规范公开认购行为，增加房源信息透
明度，杜绝个别企业控制房源、拒绝认购等不规范问
题发生，6月11日，扬州房地产信息网（以下简称“信
息网”）正式上线运行“网上购房通道”，为购房人和
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与服务，让
买房、卖房真正走上“快捷与透明通道”。
网上购房通道，由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研发
设计，是我市首个由房管部门牵头打造的住房认购平
台，旨在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住房销售行
为，有效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为广大市民提供便
捷的住房认购服务。消费者通过这个平台，在网上报
名心仪的楼盘，信息可直接到达房地产开发企业。购
房者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完成住房认购报名。
相较以往住房认购的报名方式，网上购房通道
有效降低购房人的报名成本，提高报名效率；注册、
报名、审核全程留痕，提升监管服务水平，保护购房
者个人隐私；部分环节为系统固定设置，避免人情因
素干扰，增强认购透明度，促进住房认购的客观公
正；报名、摇号、选房等结果在市房管局政务网、扬州
房地产信息网实时公开可查，高效透明；部分流程实
现电子化、标准化、无纸化，环保节能，具有明显的创
新性、前瞻性与科学性。

如何通过“网上购房通道”报名

第一步 ：打开网页
打开 “ 信息网 ” （http://www.
yzfdc.cn ）， 点击 “ 房地产 ” 进入 “ 信息
网 ”首页 。
第二步 ：注册会员 （如您已是信
息网会员可直接登录 ）
在网页最上面点击注册/登录，新
注册会员需输入手机号码， 并设置密
码，密码一定要记住，以备下次登录。
第三步 ：进入个人中心
会员登录后 ， 将直接进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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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在新房网上认购一栏点击 “在
售楼盘 ”，可选择公开认购期内的楼
盘报名 。（已登录状态下也可以直接
在首页点击 “我要报名 ”进入报名楼
盘列表 ， 若楼盘名称后面显示 “查
看 ”即表示该楼盘报名已截止 ）
第四步 ：网上报名
报名后 ， 用户将收到报名信息
已提交的短信 。
第五步 ：提交材料
报名提交后 ， 请于公开认购期

内及时前往售楼处提交相关材料 。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对购房人的认购
资格进行审核 ， 符合条件的购房人
将会收到审核通过的短信 ， 而不符
合审核条件的购房人也会收到不通
过理由的短信 。 如售楼处拒绝提交
材料 ， 购房人可向房管局市场处投
诉 （投诉电话 ：0514-80989185）；如
未及时提交相关材料 ， 将视为自动
放弃购房资格 。
第六步 ：网上购房通道查询

购房人可实时通过 “信息网”主
页“网上购房通道”详细界面了解楼盘
信息及资格审核、摇号、选房等情况。
至此 ，网上报名环节全部完成 ，
若最终过审购房人数量超过认购房
源数量 ，项目将进入公开摇号环节 。
摇号结束后 ， 网上购房通道也会就
摇号结果 、选房结果进行公示 ，购房
人可登录扬州房地产信息网查询 。
报名注意事项
公开报名时间不少于三个工作
日 ；报名信息提交后 ，请于公开认购
期内及时前往售楼处提交相关材料，
3 次网上报名而不去现场提交材料
的，将会影响今后的认购报名。 认购
结束后，开发商将至少预留一个工作
日处理群众信访，消费者如有问题可
去售楼处咨询；开发企业对刚需消费
者所收认筹金、验资证明不得高于银
行首付比例；所有未成功购房消费者
的认筹金与验资证明必须在七个工
作日内退还或解封。 本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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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洲地产获中国蓝筹地产奖
运河一品平墅畅销解密
扬州首个项目扬子·嘉誉风华

运河一品平墅从出现到
爆红，只有短短几年。2017年
化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方向。在活动评选 畅销8.5亿元，单套总价400
中，中国房地产前40强企业禹洲地产（股份代码：01628.hk） 万元左右的豪宅级产品，能
够成为扬州楼市的爆款，奥
荣获中国蓝筹地产奖。
“中国蓝筹地产评选”2003年由经济观察报社发起，是 秘在哪里，看点在哪里？
迄今为止，房地产领域评选流程最严谨、评价体系最完善的
有价值的居住塑
知名活动之一。每年有超过100多家国内知名蓝筹地产企业 造有价值的房子
参选，从绩优、稳定、创新三方面评选出35家优秀企业进入
四五年前，扬州高端居
蓝筹榜，禹洲地产因优良的业绩、稳定的收益、股价走势稳
运河一品实景图
住人群还将住得离城市远视
健、市场形象良好等表现，荣登中国蓝筹企业榜主榜。
禹洲地产坚持为城市打造美好人居，业绩发展呈现良好 为圈层身份的代表，享受在市区与远 致。运河一品平墅建成区内，建筑本身
态势，此次获奖，表示其在房地产市场及资本市场的地位均 郊来回的“乐趣”，如今，却纷纷转投 的厚重大气和法式风格的纯正地道，
获得高度肯定，投资价值也同样获得好评。截至目前，禹洲地 “中心”怀抱，选择入手运河一品平墅。 无不让观者叹赏不已。走进在售房源
空间感、尺度感和高附赠，让置身
禹洲扬子·嘉誉风华展厅 产已于全国6大都市圈布局25城，总土地储备超过1500万平 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居住观念的改变， 内，
不如说是平墅的价值优势在无形中拔 其间的人怦然心动。
方米，货值超人民币3000亿。
除了对岸的双东街区，运河一品
目前，禹洲地产在扬州首个开发项目为临港新城树人学 高了居住体验的落差，从而引导了这
日前，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第十五届（2018）中国蓝
自身规划的商业综合体也已动工，与
筹地产年会”于北京隆重举行，本届中国蓝筹地产年会以 校九龙湖校区对面的禹洲扬子·嘉誉风华项目，下半年将正 一波“置业革命”。
平墅和早期一味以大空间、大尺 已落成的两幢沿街商业楼相连。如此
本刊综合
“城乡进化论：以美好生活为蓝图”为主题，旨在探讨城乡进 式销售。
度为特色的大平层不同。如同运河一 一来，沿着小区北侧与盐阜路相连的
品平墅一样，这是经过多年功能开发 安康路和江都路，将形成一个小型精
与创新设计，居住体验价值多方升华， 品商业街，成为周边高端商业配套的
将大尺度、大空间与建筑本身的尊贵 集中地，为业主生活创造更多便利，并
感和高端环境的塑造，以及城市繁华 且达到更高水准。已开业的威莱克健
的无缝链接集合在一起，实现了从平 身、花园茶楼就是很好的证明。
眼见为实，这是价值的最好标注。
层向平墅质的飞跃，实现了平墅的价
值突破。
中心的底气，塑造豪宅的魄力。 景观的纯粹助力豪宅的价值
运河一品最为奢侈的一面，就是
作为扬州城的“网红”板块，古运
河双东街区作为扬州城市脸面和窗口 对古运河风光的享有。而运河一品豪
由恒通建设集团及碧桂园 蓝湾空气源热泵系统的又一亮
的形象逐渐清晰，风景名胜、风光造 宅身份的体现，不仅仅在于低容积率，
集团共同开发的扬州西区新 点。灵活性的模块化设计，每个机
型、路桥网络、医疗教育、文化、商业体 也不仅仅在于基本为多层建筑，关键
—恒通碧桂园·蓝湾，引入 组自由组合，安装时可根据实际
盘——
系等都始终是扬州极为抢眼的区域， 在于小区原汁原味的法式风格园林。
先进的空气源热泵系统，以科技 情况，将机组靠墙距离最小化，不
周边的地块价值逐年升高。运河一品 无论景观小品还是道路营造，包括各
契合生活，开启四季如春的舒适 占用室内的额外空间，便于家居
与东关古渡隔河相望的重要地理位 类绿化植物的搭配、形态的遴选，以及
生活。
布置，打造舒适的空间体验感。
置，理所当然地集成了整个双东板块 喷泉、凉亭等景观的构筑都煞费心思。
作为温度管家，室内空气源
在家居的生活上，恒通碧桂
的各种资源，从而成为热点中的热点， 目前在售房源所在区域，更是借助中
热泵系统的能量，主要来源于空 园·蓝湾不仅强调舒适的体验，更
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东关古渡对面 心景观区，为业主提供更加通透的景
气，仅需少量电能为辅，即可实 注重人性的智慧。安装入户的空
唯一的在售项目，独一无二的文化内 观视野，把风景送到每家每户的窗前，
现供热制冷，有效避免能量的浪 气源热泵系统，通过空调、地暖二
涵，很难复制的地段价值，其稀缺性和 送进每个人的眼底，这就是平墅景观
费，精准高效地控制室内温度。 合一的控制器，一键开关机，精准
集中性带来的居住体验。
尊贵感越来越凸显。
另外，充分考究人体的舒适度和 便利地控制制冷、制热的多种运
二十余年的筑造经验，对高端居
生理规律，制冷时保持室内的正 行模式。又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
实境加持增加豪宅资本 住需求的精准把握，对城市稀缺资源
常湿度；供热时热量自下而上传 需求，进行分室调节，在保证全年
和很多规划中的商圈、建设中的 的占有，共同成就运河一品平墅的非
导，头冷脚热，有助于改善血液 性恒温环境的同时，起到节约能
豪宅有着本质不同的是，运河一品平 凡价值和成功爆红。
循环，使居家生活更健康。
源的作用，备显人性关怀。
新宣/文
恒通碧桂园·蓝湾效果图 墅所呈现的是实实在在的繁华和精
杨轩/文
美化居室，是恒通碧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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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碧桂园·蓝湾
空气源热泵开启科技恒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