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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一蹴而就 银十前景可期
九月最后一周，郑州商品住宅成交量井喷

□记者 李志鹏

核心提示：金
九已经过半，可让
市场备受期待的
金九行情似乎并
未如约而至，不过
在经历前几周的
蛰伏之后，最后一
周终于爆发。相
关数据机构监控
显示，上周（9 月
21 日 -9 月 27
日 ）郑州主城区
商品房、商品住
宅、商业成交面积
均大幅提高，其中
商品住宅成交面
积 环 比 大 涨
112.54%。也让
市场对随后而来
的银十行情看高
一线。

提到9月，人们往往愿意加
一个定语：金色。在营销人的眼
中，这是一个商家积极推货、买
家扎堆消费的月份。往年这个
月份都是商家走量提价的大好
良机。

转眼间，“金九”已到尾声，
开发商推货热情持续高涨，市场
推货力度也越来越大，买家入市
意愿也逐渐增强，新房成交量明
显上涨。突然出现小爆发，克尔

瑞机构数据显示，9月21日~27
日，郑州市商品住宅供应量为
8.47 万㎡ ，成交量为 20.64 万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大涨
112.54%，成交金额为 19.11 亿
元，环比增长113.26%。

对应商品住宅成交量的暴
涨，商品住宅的均价在9月最后
一周走势相对平稳。克尔瑞机
构统计显示：9月21日~27日，商
品住宅成交均价为9259元/㎡，

成交均价环比上涨0.38%。
从区域上来讲，9月21日至9

月27日郑州市商品住宅成交量
较大的区域为二七区、惠济区、金
水区，成交面积占比分别为36%、
27%、20%。其中，成交面积最高
的区域为二七区，成交面积为
5.97万㎡；成交金额最高的区域
为二七区，成交金额为5.00亿元；
成交均价最高的区域为郑东新
区，成交均价为16682元/㎡。

同致行研究中心监控数据
显示，仅上周末（9.26-9.27）郑州
7项目开盘，7项目认筹。开盘项
目分别为永威城、绿都澜湾、盛
润锦绣城、长江一号、绿都紫荆
华庭、锦艺金水湾、新田城-甲壳
虫公寓等；认筹项目为美景麟起
城、鑫苑名城、领创天誉华庭、珠
江百乐汇、永丰乐城、坤达祥龙
城、恒大御景湾等。销售效果都
不错。

记者发现，在“金九”最后一
周的成交热盘中，八成成交量来
自于品牌房企。其中永威、锦
艺、绿都、美景等本土的盘品牌

房企项目销售抢眼。据了解，大
部分购房者在买房时更倾向于
选择有口碑的品牌开发商。选
择品牌房企一是在楼盘品质方
面有保障；二是品牌房企所开发
的楼盘在规划、配套、区域位置
来说都占有优势。

综观房地产市场，虽然行业
持续火热使开盘必热销几乎成
为9月末的常态，但“金九翘尾”
的行情还是出乎不少业内人士
的预测。一些业内人士对10月
的行情也变得相对乐观了一
些。汇艺集团营销总监潘琼认
为，本轮“金九银十”，楼市在经

历了包括8月底的央行双降在内
的5次降息4次降准后，房贷利
率迎来史上最低点，在此背景
下，金九后半场发力，也可以理
解。由于行情一般都有惯性，不
会到10月份戛然而止。因此对
银十的行情还是值得期待的。
甚至以此为界而形成新的拐点
也有可能。对于有购买意向的
买房人，业内人士建议：购房者
在史上最低房贷利率的背景下，
如果有刚性需求，结合自身经济
条件、多看些其他楼盘做比
较，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 金九末周，成交量“颜值爆表”

■ 品牌房企成为热销主力，银十可期？

继观澜湖地产8月底在郑州
举办推介会之后，近日不少房企
纷纷表示，在豫新一轮抢滩之战
开始。以观澜湖为例，仅河南客
户就占到现有业主的5成。因此
作为海南房地产市场客户主力
之一，以郑州为核心的河南市
场，向来是各房企必争之地。而
从观澜湖在郑州市场上的动作，
不难看出，挖掘郑州客户群，是
今年岛外市场的重点。文化、养
生活动也在丰富观澜湖整个度
假区内的旅游资源，形成以“赛、
养、游、购、娱、吃、文、会、教”和

“住”为主的十大业态。并且，观
澜湖每天有4000人的专业运营
团队，在照看业主的家园。

今年12月，海口观澜湖新城
商业街、兰桂坊将于12月12日
一起开街，海免国际购物中心于
明年春节正式对外营业。在商
业 品 牌 选 择 上 ，有 漫 咖 啡 、
H&M、Nike等。商业的正式运
营，也证实观澜湖全线布局商
业。主要推介产品为海口三合
院别墅、双拼别墅以及观澜湖新
城。G

海南大盘提前来豫揽客

9月28日，以“四季欢享 一
城绽放”为主题的锦艺集团文旅
复合地产四季城项目媒体发布
会，成功举行。作为锦艺集团布
局郑州的第五个高端项目，也是
首个文旅复合地产项目的品质力
作。

锦艺四季城踞惠济区核心而
建，打造2.8平方公里全享生活都
会，沿贾鲁河滨风光带，600亩古
树苑，四大城市景观长廊，十余座
街角公园，筑就北郑州醉美公园
生活区；接驳京广快速、北三环、
连霍、西环4大城市快速，与建设
中的地铁2号线、地铁4号线直
连；锦艺依托社区内部泛会所，打
造长者服务活动中心智慧享老；
拥有国家一级物业资质的锦艺集
团打造社区金牌管家，引进集团
旗下消费O2O巨擘——微乐电
商平台，集合锦艺旗下购物中心
上千商家，为业主提供一键响应
的生活购物便利和特殊优惠。周
边更聚集文创产业中心、省级医
疗中心、城市体育运动中心，是郑
州城市的又一价值高地。G

锦艺·四季城举行
项目发布会

9月26日上午，平原新区太
行大道绿城·凤湖玫瑰园售楼中
心一派喜气，近百名客户耐心期
待着样板房的正式开放。承载
着大家厚望的绿城·凤湖玫瑰园
精装样板区如期公开，堪称一座
城市的样板在此初显风范。

绿城·凤湖玫瑰园，130亩土
地面积只有158户拥有极高的居
住 品 质 ；每 户 都 赠 送 南 向
100-600平方的独立内庭院；社
区实行人车分流，通过地下车行
通道直接开入自家地下停车库
并可直接入户，提升了园区的安
全 性 和 舒 适 性 。 一 期 推 出
220-400平方法式合院。G

绿城·凤湖玫瑰园
示范区开放

住恒大山水城

读懂花园洋房生活
□记者 李志鹏

核心提示：
“久在樊笼里，复
得返自然”，久在
城市工作的人们
除了追求属于自
己的居住空间以
外，还在追求清新
的空气、自然的阳
光。综观郑州，买
洋房哪家强？毋
庸置疑当数恒大
山水城。恒大山
水城的花园洋房
自面世以来，即受
到广大购房者的
热捧，成交量一路
飙升，多次荣登郑
州热销楼盘排行
榜。其推出的退
台式设计，采用观
景阳台、超大露
台，一度引爆郑州
城。不仅为城市
精英阶层提供了
一个属于自己的
居所，更赠送给了
他们清新自然的
空气和阳光。

恒大山水城二期阅山湖推
出馆藏级城市稀缺退台花园洋
房，有天有地的院景生活正在风
靡全城。你可以在绿荫环绕、流
水潺潺的步道中漫步；在欧式庭
院里品鉴红酒；在花园露台上凭
栏赏景……私家花园、观景露
台、阳光书房、私密车库，生活在
有天有地的院子里，那份荣耀值
得拥有。

恒大山水城花园洋房，对于
城市精英来说是普通住宅的价
格别墅级别的享受。为客户提
供超值的产品和服务，也正是恒
大地产打造稀缺城市花园洋房
的用意所在。除此之外，恒大山
水城开发的花园洋房通过退台
式设计，采用观景阳台、超大露
台，创造出弹性开放空间与自然
环境特征的完美结合。

“洋房”，细胞里都流淌着高
贵与优雅的产物，它有着别墅的
超脱品质，却又平易近人；它享受
舒适生活，却又不飞扬跋扈；它繁
华林立，却又不忽略与自然的亲
密……恒大山水城花园洋房的户
型十分有特色，首层赠送超大花
园，满足居住者种花养草的闲情
逸致；顶层利用多角度交错设计，
充分通风和采光，营造舒适的生
活环境，创造美好生活空间；私家
花园、多维露台设计，创造奢侈布
局，最大限度放大生活的惬意场

景。弹性空间设计，生活自如惬
意，从每个高品质生活需求者的
角度考量，采用弹性空间设计，给
予主人足够的私密性和舒适性，
留有充分的空间处理自己的闲
暇，生活在这里惬意十足。

完美的户型设计加上赠送的
超大面积，创造出的阔绰通透的
居住空间，空气和阳光在这里肆
意放纵。空间大，赠送的面积多，
整个郑州市场少见的低密度住宅
产品，对于购房者来说，不管是自
己住还是投资都是不错的选择。

眼见为实，只有亲临恒大
山水城的客户才能真实地感受
到产品所倡导的清新自然，优
雅惬意的居住方式。你可以体
验到阳光照在身上的温暖，可
以在1600亩天然湿地呼吸到
清新的空气，阳光书房、私家花
园、观景露台，让你畅享工作之
后的轻松愉悦。此外，社区内
亭台轩榭、小桥流水、陶罐、叠
石、雕塑小品、木栈道、休憩长
椅等令人目不暇接。

此外，在完善配套及功能
方面，区域内60万㎡高端商业
中心，奥特莱斯、丹尼斯、耀莱
成龙影院、雅高度假酒店等签
约入驻，让您尽享美食天地、居
家生活、时尚购物、休闲娱乐
等，不仅充分满足生活需求，富
有特色的主题商业和相关产业
更能提升生活品质。陇海高架
全线贯通，地铁六号线规划，15
分钟都市生活圈，带来财富生
活双提速。家门口的都市商业
圈，便捷与繁华尽享，国际双语
幼儿园，郑州一中等学校仅在
咫尺，让下一代快乐成长。

■ 繁花深处
繁华亦不可少

■ 前庭后院 尽享闲情逸致

■ 花园洋房 精英阶层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