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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卖房卖到手软

□记者 陈振兴

核心提示 | 2016年上半年，郑州楼市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成交节节攀升，售楼处人气屡增不减，开发商卖房卖得手软。最
终郑州市区上半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3714.24万平方米的成绩完美收官。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与郑州房企的各类营销手
段是分不开的，一场成功的营销，不仅可以为楼盘造势、提高知名度，更能为楼盘后期的销售积攒人气。而郑州不少楼盘在今年
上半年频频出新，赚到盆满钵满。

进入2016年，全国楼市一片
火热，郑州当然也不例外。楼市
回暖升温，房价不断上涨，开盘数
量也呈现逐步增长趋势。据统
计，2016年上半年共有135个项
目开盘加推，共计开盘次数223
次，其中5月份以单月开盘次数

61次位居榜首。上半年，建业花
园里盛大开盘，亚新橄榄城润泽
园盛大选房，民安北郡三期惊艳
开盘，亚星金运外滩迎来了12#楼
加推，锦艺四季城10号楼、郑州
碧桂园二期、应势加推等。各大
项目的开盘、加推着实为楼市添

了一把火，不少楼盘现场上演着
“抢房大战”。置业顾问拉着顾客
奔跑抢房已不再是新鲜事，一些
楼盘开盘即售罄，不少客户因抢
不到心仪的房源而放弃买房。

进入2016年尤其是近期以
来，郑州楼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各个楼盘每周有小活动，每月有
大活动，相对于先前只有几家楼
盘做活动的场面，今年楼市几乎
进入全民营销的时代，开发商对
营销的投入史无前例。

2016年3月份以来，在市场
刺激作用之下，郑州开发商营销
活动以开盘、加推、售楼处公开、
实景区对外开放等大型推产品为
主，一系列活动在郑州楼市中取
得了不小的效应。更多楼盘则选

择推出一些暖场助兴等活动给售
楼处添加人气，“全民营销”则成
为楼市关键词。

针对孩子、老业主打出情感
牌是许多楼盘惯用的手法，确实
也颇有效果。华南城带业主去别
的城市考察，和昌悦澜一系列的
亲子活动，昌建博泰汽车公园卡
丁车比赛，保利心语手工DIY，绿
都澜湾时光博物馆再次开启时光
电玩争霸，建业君临会正式成立
……各家楼盘都有不同的营销手
段推出，全民营销体现无疑。

此外，针对老业主的答谢晚
宴、主打文化牌的各种文艺表演
层出不穷，各大楼盘“冠名”的营
销活动几乎做到极致。谭维维黑
豹乐队亚星专场音乐会激情开
唱，李健郑州演唱会法兰原著倾
力应援，恒祥·百悦城“岳”来悦好
活动成功邀请著名相声演员岳云
鹏，万锦城冠名的岁月友情演唱
会激情落幕。开发商冠名的演唱
会等活动广受购房者的欢迎，有
效达到了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双
赢。

如今在售的楼盘都有或多或
少的优惠力度，而且比前段时间
的幅度有所增加，在楼市政策的
影响下，楼市真正成为“改善市”，
而对于改善型住房来说，价格自
然是买房的主要因素。

价格战一方面能为开发商抢
夺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在短期也
能增强用户黏性。从近期来看，
郑州开发商快速推盘，8字头、9字
头起的开盘价格目前在郑州市场
依然很是普遍。开发商一系列的
让利活动均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特价房，1万抵3万，入会享优惠
等活动则是开发商惯用的手段。

实际上，大家目前都在考虑，如何
在火热的楼市当中，吸引到足够
的购房者下手，而购房者更关注

实实在在的优惠，价格牌仍将是
开发商营销的重要手段。

“动作大片”从来不缺少看客

大打感情牌 售楼部活动层出不穷

价格牌仍将是开发商营销重要手段

二手房：
水涨船高 量价齐升
□记者 陈振兴

核心提示 | 2016上半年，郑州一手房涨幅明显，部
分区域均价直冲3万元/平方米关口，不少买家将目
光转向二手楼市。这也使得上半年郑州二手楼市交
投热度及市场人气不减，成交量保持高位运行，二手
楼市供求两旺，量价齐升。据21世纪不动产数据监
测中心统计，2016上半年，郑州二手房积累成交
37812套，二手房累计成交面积350.17万平方米，
二手房累计成交均价为8873元/平方米，同比上涨
12.5%。

21世纪不动产数据监
测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2016年上半年，郑州二手
房挂牌均价稳步上涨。6
月份郑州二手房挂牌均价
11434元/平方米，相比 5
月份上涨2.79%。从各月
份的成交量变化来看，
2016 年上半年二手房成
交量表现较好，除去2015
年的利好政策效应累积，
利好政策主要集中在前三
个月，“营业税、契税双降”
以及首付比例的降低很大
程度上刺激了购房者，从
而使得 3 月份成交量升
高，之后政策利好效应减
弱且无新政策入市，4月份
成交量略微减少，但是相
较去年依旧维持在较高水
平。5月份以后，随着郑州

“地王”的频出，成交量开
始逐步升高。

从单月数据来看，郑
州上半年单月二手住宅成
交套数均超过4000套，其
中 6 月成交 7644 套，是
2016 上半年成交量的新
高。金水区和管城区依旧
是成交大区。数据显示，
金水区和管城区上半年二
手住宅成交量分别占40%
和15%，两区二手成交合
计占郑州整体二手成交的
55%。

总体来看，2016年上
半年各月涨幅均较明显，
除去全国面的利好政策影
响外，地铁的动工和城中
村拆迁对周边楼盘价格提
升作用也较明显。

郑州各区的市场情况
如何？2016年6月份，全
市8区县挂牌均价显示，
全都保持上涨，尤以郑东
新区涨幅最大，环比上涨
5.76%，挂牌均价达16652
元/平方米，其后中原区涨
幅为 2.75%，挂牌均价为
10209/平方米。此外管城
区和二七区涨幅也较大，
分别涨了2.24%和1.90%，
挂牌均价为：10270元/平
方米和 9876 元/平方米。
8区县中，均价排名最高的
依旧是郑东新区，每平方
米16652元。

分析认为，郑东新区
涨幅较大且均价最高原因
是多方面的，郑东新区“地
王”现象频出，说明房企积
极拿地的心态是比较急迫
的，背后体现了房企积极

做投资和寻求新一轮战略
扩张的心态。但是由于地
王规模比较密集，会使得
预售项目的报价普遍会比
较高。数据显示，每次地
王出现，周边二手楼价都
会上涨，地王附近的中介
门店也会在地王出现后的
一周内迎来购房者咨询和
成交的高峰期。此外郑州
北龙湖的建设、东大学城
配套的完善也是东部房价
上涨的推动力。

另外，郑东新区与中
原区除了地理位置优越、
生活配套齐全之外，更为
重要的是这两个区的教育
资源较为丰富，“零择校”
的大环境下二胎的全面放
开让购房者对学区的热衷
度不减。

从二手房面积段来
看，60-90平方米户型是
郑州二手房市场绝对的成
交主力，所占比例为29%，
其次60平方米以下小面
积户型所占比例为26%，
90-120平方米户型所占
比例为21%，120-140平
方 米 户 型 所 占 比 例 为
10%，140 平方米以上大

户型所占比例为14%。
从购房面积段选择来

看，90平方米以下中小面
积的户型备受市场青睐，
整体市场成交量放大明
显，占比接近六成。这也
正反映了二手房市场刚需
依旧独大，受价格影响，该
面积段户型是其最佳购房
选择。

中小户型受青睐

郑东新区涨幅居全市榜首

二手房量价齐涨

购房人：年初不买房，三年又白忙

□记者 高鸿鹏

核心提示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2016过
半，伴随着郑州房价的一路飞涨，楼市“后悔症患者”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庞大。“年初不买房，半年又白
忙”，这是今年上半年郑州楼市的真实写照。

最近看到刚刚出炉的2016
年上半年郑州市房地产市场报
告，市民小陈深刻体会到房价上
涨带来的影响。

今年3月底，小陈准备在郑
州惠济区英才街周边买房，当时
看中了一家楼盘，房屋单价为每
平方米9000元左右，虽然价格略
高，但尚在小陈的可承受范围，不
巧的是，由于正处创业初期，小陈

的购房资金被临时挪作他用，因
此买房的计划便搁置了下来。

最近，小陈重新把视线转移
到买房这件大事上时却后悔莫
及。原先在英才街看好的大批房
源早已卖光，同一楼盘推出的全
新房源及差不多同一地段的新
盘，价格几乎都涨到了万元/平方
米以上，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单
价竟然相差上千元。

“每平方米涨1000元，90㎡
总房款就涨近十万块钱，我这四
个月忙乎下来还没挣十万块钱
呢，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年初先买
了房，坐在家里等升值呢。”小陈
最近算完这笔账感觉有种“亏本”
的挫败感。他说，“原本打算赚点
钱再买房，多付些首付日后的还
款压力可以小一些，没想到结果
却不尽如人意。”

错失“良机”，年初年中房价相差近十万悔悔

把握“良机”，两个月净赚15万元喜
当小陈们为年初没有及时出

手买房而懊恼的时候，一批人却
在窃喜，因为他们的果敢决定，在
年初楼市尚未定型之时出手买
房，这一年的房价明显上了一个

“档次”。
“这几乎是我这辈子做得最

正确的决定。”经开区上班的小李
掩盖不住自己的兴奋。今年5月

份，看了3个月房的他决定在航
海路第四大街的万锦城买房。“说
实话，这个小区的房子我是看着
从9000多每平方米一直涨到现
在的，位置不错，挨着航海路又临
着地铁，未来肯定升值。”他说，当
时定了一套 100 平方米左右的
房，价格已涨到10500元/㎡了，
心里还没低，但是看看现在的

12000元/㎡心里就踏实多了。
“买房要靠自己的判断和真

实需求，不能人云亦云”，小李笑
着说，“虽然买这套房并不是为了
投资，但看到价格涨了这么多，还
是很欣慰当初作出的选择，总房
价前后差15万左右，就当是给自
己加薪了”。

购房时机很重要 楼市走势难预料想
“房价上涨超过收入涨幅”这

是今年上半年很多郑州市民的真
实感受。短短半年多，郑州大多
同样的楼盘推出相似的房源，差
价超过500元/㎡以上，核算成总

价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小则三
四万，大至10余万，这样的差价
怎能让普通购房者“淡定”？

如今不少网友之间的调侃越
来越盛行：“年初不买房，半年又

白忙；一年不买房，十年都白忙；
两年不买房，一生都白忙；十年不
买房，生死两茫茫”，虽然是戏言，
但也从某个方面反映了郑州买房
人的真实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