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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广告的牛皮是如何吹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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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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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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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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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广告
刊登
热线

声明·公告

声明
本人张俊英，身份证号150221195409202029，于2006年9月19

日至2007年9月14日在呼和浩特市城郊攸攸板农村信用合作社（现
更名为金谷农村商业银行金海支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9万元，贷款结
清后，于2007年8月28日取走房屋产权证、他项权证以及银行出具的他项
注销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现将他项权证、注销证明及授权委托书不
慎遗失，房屋坐落于回民区五四街1层夹层N112号，房权证号呼房权
证回民区字第2005027067号，房屋所有权人张俊英，单独所有，他项权利
证号呼房他证回民区字第2006040889号，他项权利人呼和浩特市城
郊攸攸板农村信用合作社（现更名为金谷农村商业银行金海支行）。

声明作废！
声明人：张俊英

公告声明

售景泰花园一楼带小院，
133m2，有房本18604886033

急售:金川半山半水小区
107m2复式楼15048716318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房产销售

出租、出售:110国道北大院食
品车间手续齐全13947191514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金桥滨河湾黄金
商铺,78平方米,年租金
25400元,可办公、住宅，
联系电话：15848118106

出租转让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诊所招商回民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门诊部寻合作18547102891

招商加盟

●寻人启事：牛忠（身份证号：
152627197707053755）多年
未与家人联系，见报后请尽
快和家人联系，牛小龙（联
系电话：18947159857）。

●本人侯建军、杨海霞不
慎将呼和浩特万达广场一
期2-2-704发票丢失，面
积补差票号：00399741，金
额：-508元，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巨百合商贸
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法定代表人：庄益
民，工商注册号：15010000
0032392，声明作废。
●刘双良遗失身份证，号150
105196304154517声明作废。
●郭明茜于2018年7月14
日遗失身份证，号:440204
199704043623，声明作废。

●丁福元、刘玉花、李梦、张
洋、张波、孟四虎、田艳清因
拆迁注销回民区后沙滩4
号北房1层北1号产权证，产
权证号：呼房权证回民区字
第2016125901、20161259
02、2016125903、20161259
04、2016125905、20161259
06、2016125907号特此声明。

●本人遗失吉美家园2号
楼2单元1楼东户购房收据
金额为376957.9元，图纸面
积143.33m2，所有人为：梁
皓彦及地下车库38号合同
和 收 据 ， 收 据 金 额 为
120000元，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不慎将回民区
蒙永兴广告部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1501036001725
37）、回民区蒙运兴广告部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150103
600329718）丢失，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百银印务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代码91150121MA
0N9UCA7A，特此声明。

●文丽遗失内蒙古农业大学
就业报到证、就业通知书（20
1810129203237）声明作废。

●范峻源遗失中国人寿保
险公司保证金收据，金额（大
写）：伍佰元整，声明作废。

●杨海英遗失身份证，号：152
822197908080521，声明作废。

●曲作武遗失身份证，号:152
103197808053318，声明作废。

“10分钟到高铁站”实
际需要开车跑30分钟，“入
住读名校”仅仅是销售噱
头，“稀缺楼盘”也许意味
着位置偏僻，“水景园林”
实际上是小区里有个小水
坑……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房
地产高大上广告词背后，
隐藏着哪些真实的潜台
词？这些广告词是如何炮
制的？

忽悠套路：交通便利各

种第一

———以 时 间 标 示 距
离，夸大交通便利。“拥有
郑东新区最密集的交通资
源……10分钟到达郑州高
铁东站……20分钟通达郑
州高铁南站以及新郑国际
机场”，郑州名门紫园楼盘
如此介绍。记者发现，该楼
盘与郑州高铁东站直线距
离14公里多，与新郑国际
机场直线距离26公里多。
记者驱车从郑州高铁东站
跑到这个楼盘，一路上约
有10个红绿灯，跑了30多
分钟才到。

业内人士介绍，以时
间来标示距离的不少是虚
假宣传，只计算理想化的
直线距离，不考虑实际的
道路设计和路况。武汉曾
公布两个虚假广告案例：
一个是房地产广告说“客
运站5分钟即可到达，出行
畅达无忧”，另一个则是开
发商宣称“距市区6公里、
市中心仅15分钟车程”。两
者均被判定虚假广告受到
查处。

———买房读名校，违
规“放空炮”。《房地产广告
发布规定》第十八条规定，
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含有广
告主能够为入住者办理户
口、就业、升学等事项的承

诺。然而，位于郑州航空港
区的在售楼盘“正弘·中央
公园”在其官方网站的项
目展示中写道：“全龄书香
环伺，文化之风蔚然盛行。
港区中心学校签署协议，
入住即可入学。”

记者拨打销售热线，
接线人员说“是我们的官
方网站写的吗？我问一下
策划吧”。她表示并不清楚
这一承诺，但称能让业主
上另一所更好的学校。记
者查询发现，郑州航空港
区中心学校目前已改名叫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
该校工作人员回应说，房
地产商的买房入学说法是
假的，不要相信。

———动 辄 “ 第 一 ”
“最”，不少是胡吹。天津市
广告监管部门曾发现，某
置业有限公司发布户外房
地产广告，在广告中宣称
其“中国物业服务质量第
一”。由于无法提供有效证
明材料，涉嫌违反广告法，
最终被认定是发布虚假广
告，受到市场监管部门20
万元罚款的处罚。

———忽悠投资稳赚，
违法宣传升值回报。我国
广告法明确规定，房地产
广告不得含有升值或者投
资回报的承诺。但记者在

郑州采访时发现，一开发
商打出“10年资产涨潮计
划”的广告语。兰州市曾查
处开发商宣传展板上违规
使用“居住、投资价值一路
看涨”“稳赚财富、收益保
障”等字眼。南宁市曾查处

“30年超长摇钱树，头3年
收益率达36%以上，高收益
投资”等违规承诺。

揭开高大上广告背后

潜台词

记者采访多名房地产
广告、销售人员了解到，在
房地产开发销售过程中，广
告承担着提高知名度、加快
销售进度的重要作用。一些
房地产广告极尽包装之能
事、套路颇多：品味上强调

“顶级豪宅”“高端品鉴”，建
造上强调“精工细作”“匠心
雕琢”，销售上强调“全城热
销”“火爆加推”，更有一些
普通的楼房，纷纷冠名“邸”

“墅”“苑”等。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

看起来高大上的广告语，
背后蕴含着另外的潜台
词。例如：“稀缺楼盘，坐拥
宁静”可能是“项目比较偏
僻，周边人气不足”；“千亩
大盘，成熟社区”可能是

“开发周期比较长”；“湖景

洋房，水景园林”可能是
“小区里可能有个小水坑，
坑边可能有围栏”。

在京津冀地区从事数
十年房地产广告工作的王
先生说，一般开发商在拿
到地之后不长的时间，广
告方就开始介入。在规划
不清晰、设计不明朗的情
况下，将一片荒地描绘成

“高端舒适”的居住环境，
十分考验广告设计者的

“想象力”。
“我们要尽可能夸大项

目优势，使用想象性、引导
性语汇激发消费者的购买
欲。”王先生说。在郑州，记
者看到，有的楼盘广告自诩

“郑南鲜有密境”，有的号称
“扛鼎中原和谐人居大旗”，
有的豪气放言“誉满中原”。
还有的以洗脑式标语诱惑
购房者：“足不出户，日进斗
金，也许只是一间街铺的功
能”“你离富豪排行榜，也许
只是一间商铺的距离”“怎
样才能让孙子成为‘富三
代’，也许只是一间街铺的
问题”等。

广告商为规避监管千
方百计打擦边球。“比如，
房地产广告不让提学区
房，那我们就说‘读书声声
声入耳’；如果地铁站点尚
在规划，那就把‘规划中’这

3个字印得尽可能小，最好
让人看不到。”王先生说。

如何加强房地产广告

监管？

专家表示，由于房地
产开发周期较长，人们购
房的时候只能主要看广
告，具体房子情况如何要
等到一两年甚至数年交房
了才知道，这就给房地产
违法虚假广告提供了生存
土壤，也增加了购房者维
权的难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说，房地产的
虚假广告铺天盖地，带有
普遍性。除了传统媒体当
中的虚假广告之外，现在
蔓延到了社交媒体上，甚
至还有网络直播、垃圾短
信、垃圾电话等。根据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
计，2017年总共受理投诉
726840件，涉及老百姓

“住”方面的投诉占比
4.5%，其中房屋质量、虚假
宣传等成为房产投诉中的
突出问题。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广告学系副教授廖秉
宜说，房地产广告涉及的
交易金额较大，如果出现
虚假、误导以及其他违法

问题，社会危害性较一般
商品或者服务更大，对此
进行集中整治、维护购房
者合法权益也更加迫切。

专家建议，首先要对
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虚假
违法行为坚决查处。天津
市市场监管委广告监管处
处长李保成认为，要加强
广告违法线索监测，及时
处理群众投诉举报线索，
加大处罚和曝光力度，保
持对严重违法广告的高压
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应建
立一个能够和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数据共享的综合监
测平台。

同时，要对相关责任主
体进行追责。对于打擦边
球、以潜台词误导消费者的
虚假广告要严肃处理。刘俊
海说，房地产广告发布在不
同环节有4类责任主体，包
括广告主、广告公司、刊发
平台和广告代言人，都应当
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遵守法律法规。

此外，专家提醒，购房
者应增强对房地产广告信
息的鉴别能力，购买房子
要注意了解开发商的资
质、地理环境和房屋质量，
不要被天花乱坠的广告吹
嘘所误导。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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