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了 2016年 6月份 70个大
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
据。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
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
降的城市有10个，上涨的城
市有55个，持平的城市有5
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
幅 为 4.9% ，最 低 为 下 降
0.5%。其中，郑州涨幅为
1.6%。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
比上月略有扩大，二、三线城
市环比涨幅持续收窄。从同
比数据来看，上涨城市个数继
续增加，但涨势有所放缓。

在郑州，据市房管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
郑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为
9356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1.43%;商品住房销售均价
9100 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4.14%，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其中，6月份商品住房销售均
价为9661元/平方米，仅次于
2015年5月的10243元/平方

米，为历史第二高。比1月份
的 8655 元/平方米上涨了
1006元/平方米，半年内上涨
了11.62%。

在区域方面，据克而瑞发
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成交均
价最高的仍为郑东新区，达到
18303元/㎡，排名第二的是
金水区，为11173元/㎡，随后
是经开区为10495元/㎡，惠
济区为9120元/㎡和管城区
9010 元/㎡ 。二七区 8590
元/㎡、中原区7624元/㎡、高
新区8637元/㎡的价位相对
较低，为性价比较高区域，吸
引大量刚需客户置业，成交量
居前三。

整体市场以二房、三房为
主。二七区、中原区、管城区
的刚需属性较为突出;70
㎡-90㎡为市场主流，尤其是
高新区、中原区、二七区，90
㎡以下产品占较大比例;郑东
新区与金水区成为主要的改
善区域，4房以上户型成交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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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半年楼市的狂热，不
少专家认为，本轮热点城市房价
上涨幅度之快和绝对价位之高，
已经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指出，政策宽松是
上半年楼市升温的主要原因。加
上当前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仍会
持续，这使得一部分资金会继续
流向房地产市场，创造出“繁荣”
的环境。但随着热点城市调控收
紧，加之有效需求的提前释放，下
半年一二线城市楼市涨势会明显
放缓。

近期南京、苏州、合肥已出台
相关收紧性政策，受此影响，6月

份多地新房、二手房成交量下降，
预计下半年各地楼市将继续分
化，整体成交量、房价涨势将趋
缓。一旦房地产信贷供应量减
少，市场很可能出现快速下调。

对于郑州房价，李晓峰认为
要根据全国的大环境而定，目前，
全国的楼市销售已经出现滞涨的
迹象，郑州热热闹闹的“地王”频
出以后，相关部门会不会出台调
控的政策都会影响房价的走势。

“郑州市房地产市场整体而
言表现优于周边部分兄弟城市，
这主要得益于郑州市相关部门政
策调控的度拿捏得比较好。”宋向

清认为，上半年上涨幅度较大，未
来依然会保持总体上涨的态势，
但幅度不宜大。希望适时出台微
调政策，加大对恶意抬高房价者
的处罚力度，并对若干可能的困
难和问题做好政策储备。

市民需要明白，当前投资品
繁多，风险却相对无法把控，对没
有金融期货艺术品等专业知识支
撑的普通市民而言，看得见摸得
着的房地产投资，应该还是心里
最踏实的选项。尤其是在房价未
来预期依然上涨的情况下，基于
自己实际需要和购买能力，能早
买不晚买。

郑州房价每平米上涨1006元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 根据郑州市房管局数据，6月份商品住房
销售均价为9661元/平方米，比1月份的8655元/平方米
上涨了1006元/平方米。

也就是说，如果年初你看中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
子，你一犹豫，没买，到年中，一共涨了100600元。

根据郑州市统计局数据，2015年郑州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31099元

也就是说年初你一犹豫，三年多又白忙了！

【数据】涨幅放缓 均价破纪录

【分析】政策利好 房企开发热情高

去年，一线城市出现了一些
问题后，二线城市都在涨，南京、
合肥都涨得非常快。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教授李晓峰分析称，郑州
这样大的省会城市，既有人口带
来的红利，又有地理上的优势，高
铁的建设因素很大，再加上“一
带一路”战略提出都会带动房价

的上涨。
相比去年同期，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企业资金状况也有所改
善，开发热情高涨。据河南省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省房地产的各项指标都是涨涨涨!
开发投资 2413.08 亿元，增长
18.3%，其中，住宅投资 1793.61

亿元，增长20.6%;房屋新开工面
积 5794.66 万 平 方 米 ，增 长
37.3%，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4231.22 万平方米，增长30.5%;
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到位资金
2589.56 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全省商品房销售额1775.00亿元，
增长 28.7%。商品房销售面积
3714.24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25.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26.8%。

河南商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
清分析称，上述数据说明了三点：
一是需求旺盛，开发商对市场的
信心增加了;二是开发商资金紧
绷问题已经缓解;三是宏观经济
依然需要房地产行业支撑。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房地产
市场的总体回升主要是由于减免
税费、降低首付比例、调低房贷利
率、鼓励农民买房等多种利好政
策促进和市场预期变化所引起
的。

上半年，

【建议】专家：能早买别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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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高级车超低价1551553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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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出租招租

●高校窗口招租18638602201
●园区标准厂房3万㎡万带航吊

手续全价位低中州大道北段

15093233756/15093235765
●大学一楼窗口13027518356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29.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13783078997

写字间楼

●金水万达380㎡15890006168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78、13513805862

出租仓库厂院

●东区厂仓出租13598070218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南曹大型仓库13939030033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77098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2000㎡仓库中州大道与连霍

高速交汇处南18695885555
●白沙、南曹、九龙国营大型

仓库招租！电话：1301464
7572、13837195767

房地产

●工业出让地40亩寻求合作，

紧邻平原新区恒大金碧天下。

电话：0371-60304133
联系人：王女士

●会所、餐饮的最佳房源！售

金水东路象湖畔1300平整层

商铺，每平15000元；写字

楼每平8200元 13525638888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帮办0371-55627322
●快办18137110127
帮办15738812877
债权15136167900
欠款15136167900
工商咨询

● 代 办 公 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代记账每月100元55981448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租赁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 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 60921180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86099688
◆专项设计资质◆ 86099988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装饰/防腐/消防专办 53302663
办理各种资质
热 线 63702222 69367777

全省工商资质
工商疑难、建筑、置业、园林

物业、装修等专办13503711136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 可 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 63819190
资质升级快办
专业各项资质 18530801887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 标 版 权 专 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 标 专 利 商 标 代 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