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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由郑东绿
地中心举办的“中原媒体地
标行”活动圆满落幕，来自
20余家中原媒体记者与摄
影爱好者集体参观了郑州
千玺广场、郑东绿地中心两
大中原地标项目，零距离感
受绿地超高层地标对于城
市发展的重大影响，领略绿
地品牌的无限魅力。

下午3点，20多位媒
体记者与摄影爱好者齐聚
绿地千玺广场，绿地千玺广

场自建成以来，一直以280
米的高度、独特的建筑外观
而备受中原人关注。登上
千玺广场58层观光层，郑
州城市美景尽收眼底，气势
恢宏的城市芳容尽绽。作
为中原新地标，郑东绿地中
心以285米巅峰高度战胜
千玺广场，被称为“中原第
一高”。媒体参观团乘坐7
米/秒高速电梯，登上郑东
绿地中心62层云端体验中
心。G

第21届郑州全国商品
交易会期间，郑州华南城受
邀参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参展商、采购商踊跃前来参
观、洽谈。

郑州华南城作为商贸
物流业领航者、河南省品牌
消费集聚区，在参展期间，
往来郑州华南城展位的参
观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
一些实力展商到访洽谈，到
访者纷纷对郑州华南城的
专业市场运营能力表示充

分的肯定。另外，还有许多
采购商、消费者前来咨询、
了解郑州华南城项目情况，
表示今后采购就到郑州华
南城。与此同时，郑州华南
城联合华南城网、华盛奥特
莱斯，大力推出“注册送豪
礼 关注赢大奖”、幸运大转
盘等活动，引起现场展商的
热情参与，更使郑州华南城
展位成为本届郑交会的焦
点。G

10月17日，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教
育局、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
研究院、河南谦茂置业有限
公司三方合作办学签约仪
式暨新闻发布会在谦祥·万
和城举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教育局领导在讲话
中指出，本次与北师大中国
教育创新研究院的合作办
学，紧紧围绕三大国家战略
规划实施和“四个河南”建
设对教育的需求，围绕千亿
科技城建设，打造千亿科技

城高品质教育的核心，此次
签约仪式对高新区公立教
育的发展意义重大。

据悉，此次高新区教育
局在郑州市创新实验学校
的师资配备、经费预算和改
善办学条件等方面给予了
重大的扶持和保障，同时在
北师大教育专家团全程亲
自指导下，又成功聘请了中
国新课程研究院院长、新世
纪小学数学主编、北京师范
大学刘坚教授亲自指导教
学。G

由北京蹴鞠兄弟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江泰
天宇国际杯”2015年郑州
市业余（成人）足球联赛于
10月16日和17日在郑大
体院进行了小组赛最后一
轮的比赛。与此同时，“江
泰天宇国际杯”足球赛家庭
秀于2015年10月17日开
始了第二轮的活动。

天气晴好，热爱足球的
小伙伴们也如阳光般明媚，
小组赛开始了最后一轮的
较量。本轮结束，晋级淘汰
赛的球队将悉数产生，因此
比赛的过程格外精彩。十
一人制比赛现场，比赛双方
对抗异常激烈，双方球员你

来我往，比赛进程惊心动
魄，跌宕起伏，最终八支球
队进入淘汰赛。七人制赛
场，最终有十六支队伍进入
淘汰赛阶段的比赛，球员火
花碰撞激烈，全面展现了球
队的技术、力量、速度和意
志，球队的团队配合和个人
魅力的展现也是十分充分，
可谓精彩不断。

江泰天宇国际杯足球
赛家庭秀也开始了精彩角
逐。小正太踢球的天真可
爱，小萝莉抱球时的烂漫无
邪，以及爸爸妈妈们脸上的
温馨笑容，让我们看到足球
最初的美好。G

10月17日上午，“品道
国学栋鉴国色”国投·玖栋
媒体见面会于永和铂爵酒
店隆重举行。国投置业高
端合作伙伴及郑州多家主
流媒体应邀出席了这场盛
会，共同见证了中原上善居
所的惊鸿绽放。

郑州国投置业董事长
周卫华在致辞中表示，国
投·玖栋是国投置业对中原
高尚人居的品质巅峰之
作。从项目选址郑东龙湖
到新中式建筑规划，再到园
林景观的铺排，国投置业以

极致的用心对国投·玖栋项
目精心打磨，坚持用品质塑
造中原人居的典范。项目
借鉴中原特色民居康百万
庄园的精髓，形成了独具中
原特色的新中式建筑风
格。在户型设计上，国投·
玖栋坚持大面宽、短进深，
以寻求最大效果的采光和
通风。叠墅户型中的侧露
台设计，为中原仅有。

UDG联创国际设计集
团D9工作室负责人陆哥现
场讲解国投·玖栋的园林景
观设计。G

“江泰天宇国际杯”足球联赛精彩角逐

郑州华南城亮相第21届郑交会

绿地举办“中原媒体地标行”

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落户谦祥·万和城

国家统计局19日发布的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
示，今年1至9月，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同比增长7.5％，商品房销
售额增长15.3％。同期，全国房
地产住宅开发投资增速环比回落
0.6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办公楼销售数据
均现“量价温和复苏”：前九个月，
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增长8．2％，
办公楼销售面积增长11．4％，商
业 营 业 用 房 销 售 面 积 增 长
1.8％。从销售额来看，全国商品
房 销 售 额 56745 亿 元 ，增 长
15.3％，增速与前8个月持平。其
中，住宅和办公楼销售额增长
118.2％和18.7％，仅商业营业用
房销售额下降1.7％。

市场人士分析认为，在一系
列差别化调控措施下，部分热点
城市楼市出现“弱复苏”，但在楼
市分化的背景下，部分房企仍对
三四线城市土地和新房开发持观
望态度。

克而瑞咨询集团董事长丁祖

昱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从数据
来看，东部地区是楼市销售量复
苏最快的区域：前九个月，东部地
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9.9％，销售额增长达21．7％，但
增速现小幅回落；中部地区商品
房销售面积增长6.3％；西部地区
前九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4.5％。

市场人士表示，“金九银十”
首月，已初现住宅市场消费复苏
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9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66510万平方米，尽管比8月末仍
有增加，但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已
减少387万平方米。

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指出，全国
城市楼市分化仍然较为明显，即
房价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
少数二线城市，大部分三线城市
房价仍在下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
当前房企新房开发意愿尚待回
稳：1至9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 7053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增速比前八个月回落0.9个
百分点。

上海财经大学不动产研究所
执行所长陈杰教授认为，这些数
据表明楼市正在进一步分化：除
热点城市率先受到降低首付比例
等新政惠及外，在去库存压力较
大的三四线城市，虽然新政策也
能提高住房支付能力、改善住房
市场预期，但并不能短期扭转住
房供求关系。

“正是在楼市分化的背景下，
部分房企仍对三四线城市土地和
新房开发持观望态度。”丁祖昱表
示，三四线城市土地和新房市场
仍将持续“挤泡沫”过程。统计数
据也进一步显示，前九个月房地
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
降33.8％，降幅比前8个月扩大
1.7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4916
亿元，同比下降27．5％，降幅也
扩大2.9个百分点。

（新华网）

全国住宅销量温和上涨
房企开发意愿环比回落

年末淘二手房分清真假低价房
□记者 袁瑞清

记者从多家房产中
介企业了解到，进入年
底，有部分低价二手房
入市，购房者迎来了淘
房季。不过，业内人士
提醒，买房不能只看价
格，还需注意房东是否
存在债务纠纷、房源是
否存在一房多卖、房屋
质量是否能令你满意等
问题。

众所周知，二手房交易程序
较多，耗时较长，以一套需要担保
公司赎楼的二手房源为例，从跟
买家签订合同到收到尾款，至少
也要两个月时间，如遇房贷收紧，
等上个大半年时间，也不足为
奇。也就是说，如果想年内将房
子卖出同时能在春节前收到尾
款，目前已是今年最后的转售时
间了。

对买房者而言，跨年业务容

易遇上对己不利的新政出台，从
而增加自身的买房成本。

资深中介周先生告诉记者，
如果现在成交的二手房，最快也
要年底才能过户了，而且年底或
者第二年开年也是楼市新政颁布
的高发期，比如新年颁发的二手
房营业税征收的“5改2”政策、公
积金贷款放松等政策，明年是否
会有更改，都是未知数，所以，想
利用公积金贷款的买家或者出售

购买至今还未够5年的房屋卖家
而言，只能尽快行动，来避免遭遇
未来的未知不利因素。

中介公司经理冯女士则告诉
记者，临近年底，她手头上的单子
越来越多，而且公积金贷款买二
手房的占比也在逐步上升。“在去
年，可能全年都接不到几单公积
金贷款的，现在每个月都要办理
好几套公积金贷款。”

因为流程长，跨年业务存在
不定数，所以在年底，市场容易出
现卖家急卖，或者买家着急入市
的情况。而记者从多个不同区域
的房产中介了解到，近期的确也
有部分低于市场价的二手房源入
市，大部分卖家急卖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需要资金。

周先生告诉记者，每年年底，
都会有不少低价二手房入市，是
淘房的好时机。不过，他提醒购
房者，在购买这类房源时，得注意

避免被房东的债务纠纷所牵连。
他告诉记者，一些买家听到

低于市场价的房源就会比较兴
奋，但由于他们未曾与卖家有所
接触，或者对卖的房源了解甚少，
如果轻易交了定金，一旦遇上卖
家的债务问题，这笔定金可能就
打了水漂。

业内人士还提醒，买房时要
与房东直接交易，核实清楚房东
身份。例如，房子的产权证上是
谁的名字，交易时就与谁交易，可

以要求交易方提供身份证进行核
实。这样可以避免落入冒用他人
房源进行交易的骗局。

在记者走访中多位中介人员
都表示，在年底买房时，不能光看
价格，还要看房子的质量以及配
套。通常来说，年底，一些房东为
了缓解资金紧张等情况，会给购
房者更多的议价空间。特别是对
于一次性付款的购房者而言，优
惠的弹性空间会更大。

把握节奏备足交易时间

超低价房源需谨慎

国投·玖栋绽放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