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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凌晨，郑州市政
府网站发布了《郑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调控措
施稳定全市房地产市场的通
知》，指出为进一步加强房地
产市场调控工作，遏制房地
产投机炒作行为，稳定市场、
稳定房价，郑州增加新郑市、
荥阳市、中牟县纳入限购区
域。至此，郑州楼市的限购
区域扩大到包括原有郑州市
市内五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
经济开发区、郑州高新区、新
郑市、荥阳市、中牟县在内的
12个区域。

不仅扩大了限购区域，
通知中还进一步升级了在限
购区域内的限购政策，即将
暂停向注册时间不足3年的
企业（不含专营住房租赁业
务的企业）销售住房（含新建
商品住房和存量房），而对于
在户籍系统上仍显示为单身

的郑州市市民，如果已经拥
有一套或一套以上的住房，
将不能再购买第二套或更多
的住宅。

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
郑州也将实行“限卖”政策，
进入“限卖”时代。《通知》指
出：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凡
今日（5月3日）以后购买的住
房，从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当
天算起，要在取得时间满3年
之后，才能上市转让。而此前
不受限购政策影响的“房屋赠
与”，也在此次政策升级的范
畴内，被赠与的住房自签署

“赠与合同”并办理转让确认
手续之日起，赠与人满3年后
才能再次购买住房。

据了解，截至目前，在全
国范围已经有北京、厦门、青
岛等十余个城市出台“限卖”
政策，在限制出售的时间上
看，各地分别从2年至3年不
等。

名品直销店、折扣力度大、个
性体验十足……这似乎已经成了
奥特莱斯商业形态的标配。如果
说三年前，杉杉集团提出建奥特
莱斯时，这个概念对郑州人还比
较新奇，而三年后的今天，已有多
家奥特莱斯商业体在郑州“落地
开花”。

就在4月28日，巧借五一小
长假的东风，位于郑州华南城的
华盛奥特莱斯宣布正式开业。据
记者不完全统计，这已经是郑州
第五家奥特莱斯，而这几家奥特
莱斯商业体彼此间毫无关系。

“位于郑州的这几家奥特莱

斯定位不尽相同。”据有关业内人
士介绍，按照距离远近，奥特莱斯
可以分为远郊型奥特莱斯、近郊
型奥特莱斯和城市型奥特莱斯。

例如华盛奥特莱斯和杉杉奥
特莱斯，作为远离市区的远郊型
奥特莱斯，租金和自建成本较低，
可为消费者带来大体量和大规模
的消费体验。当然，这类奥特莱斯
对交通便利程度有极大的依赖性。

而位于郑州CBD丹尼斯七
天地的丹尼斯奥莱天地，以及地
标建筑“大玉米”下边的G-Box
名品奥莱，则是主打“城市奥莱”
的概念，此类奥特莱斯体量较小，

但可让人们省去舟车劳顿，在市
中心享受低折扣的名品。

然而，即使同种类型的奥特
莱斯，定位也各有侧重。据郑州
华盛商业公司总经理杨柱介绍，
同为远郊型奥特莱斯，杉杉奥特
莱斯定位以高端一线品牌为主，
华盛奥特莱斯则定位于“老百姓
的奥特莱斯”，主要以国际和国内
一、二线品牌为主，且多数为工厂
直销店，与欧美的奥莱运营模式
更加靠近。

虽然位于郑州的这几家奥特
莱斯商业体风格不同，但其商品
海外直采、省去中间商等共有的

商业形态特点，却帮助郑州市民
实现了家门口“买全球”的愿望。

尽管已经有这么多奥特莱斯
在郑州的市区和郊区开业，但奥
特莱斯对于郑州的热情似乎没有
减弱，仍有不少奥特莱斯在路上。

具有“新城发展主引擎”之称
的首创奥特莱斯，与本土地产企
业新田置业合作，投资20亿元，
按照工程进展及发展规划，将于
2018年建成营业。而在郑州南
三环与前程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位于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核心区域
的郑州世贸奥特莱斯，也已规划
完毕。

作为中部城市群的核心城
市、全国重要交通枢纽，郑州商业
吸附能力逐步增强，为奥特莱斯
的入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
土壤。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大
型奥特莱斯商业综合体的入驻，
是郑州强劲发展的写照，也是推
动郑州走向国际化的“敲门砖”。
因此，郑州迎来奥特莱斯“遍地开
花”在预料之中。

然而，相比国内一、二线发达
城市，郑州存在的差距有目共睹，
如果扎堆入驻，难免会形成激烈竞
争，导致个别奥特莱斯商业体过早

步入“瘫痪状态”。此外，奥特莱斯
商业体的布局与郑州市场的匹配
度也是决定其制胜的关键，在郑州
市场“昙花一现”的康城奥特莱斯，
为其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曾在2009年 12月，康城奥
特莱斯购物中心在郑东新区宝龙
城市广场盛大开业，开业当天，便
创造了近10万人次的客流量。
然而好景不长，康城奥特莱斯在
经历了短暂的门庭若市后，迅速
跌入谷底，名品牌蒸发、货品稀
少、客流量大幅缩水等问题的出
现，令人唏嘘不已。

“不能因为康城奥特莱斯，就
一棍子打死奥特莱斯商业形态的
存在价值，以及它在郑州的发展
前景。”河南丰汇商业地产顾问有
限公司董事长顾春强接受采访时
表示，随着各条地铁线路的开通，
郑州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其商业
规模也不断扩大。并且郑州正朝
着二线发达城市迈进，就目前状
况而言，郑州商业体量并不够大。

此外，顾春强指出，新建成的
奥特莱斯，紧跟时代发展大势，大
多采用线上线下“双线”布局，在
拓展实体店的同时，打造线上网

购平台，通过开创O2O，真正成
为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整体。

记者在走访华盛奥特莱斯商
业体时发现，其布局的线上平
台——“奥莱购”，商品价格与线
下同步，其理念就是将每一家实
体店面打造成“奥莱购”的线下体
验中心、仓储及物流中心。

任何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个过
程，业内人士认为，奥特莱斯要想
在郑州发展得好，必须根据郑州
商业及消费者市场的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的规划、创新和升级，也
就是所谓的“入乡随俗”。

核心提示 |
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郑州本土“购物
狂”的热情再度被点
燃：郑州迎来又一家
奥特莱斯商业综合体
开业。至此，作为一
种新型零售业态模
式，而非商场品牌的
奥特莱斯，在郑州已
经“遍地开花”。

然而，奥特莱斯
与郑州市场匹配度到
底有多高？多家奥特
莱斯商业体的入驻，
是否会因蛋糕划分不
均，形成激烈竞争，进
而让热情高涨的“奥
莱商圈”过早步入“瘫
痪状态”？

奥特莱斯业态郑州突进

“调控终于还是来了，有钱
的没钱的这下都安生了，近段时
间不用再想买房的事了。”郑州
市民赵女士看到新的调控政策
感叹道。

“限购”“限贷”“限价”“限
售”，调控升级后，郑州也步入了

“四限时代”。去年9月底以来，
中国已有55个城市出台了160
余次房地产相关政策，房地产调
控高压不减。其中，随着近期济
南和西安的加入，已有包括成
都、厦门、福州、青岛、杭州、广
州、珠海、惠州等18个城市启动
暂时冻结交易的房地产“限售”
措施。

“此次调控加码市场是有
‘预感’的，这次调控也可能不会
是楼市调控的最后一只靴子。”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指出，对

于下一步政策，一方面限购范围
恐再度扩大，另一方面，政府将
严格执行拿预售证必须开盘的
政策，加大推盘量。此外，北京
等地的房贷利率回归基准利率
后，或有更多热点城市跟进提高
贷款利率。

记者注意到，在五一前实施
“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的
地区，五一楼市已经出现拐点。
中原地产最新数据显示，小长假
前两日，北京商品房住宅签约84
套，与2016年“五一”假期的807
套成交量相比出现了明显下
滑。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
理局数据显示，4月29日当天，
小长假首日，厦门首次出现二手
房0成交的记录。

余丰慧预测，伴随着调控政
策的加码实施，郑州地区的楼市

也将进入观望期，但是周边开
封、洛阳等三线城市的楼市还会
因为资本的溢出效应保持升温
态势。

郑州一家银行业人士表示，
“今年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政
策分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就省内而
言，房贷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将更趋
于向开封、洛阳等三四线城市倾
斜，但是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
开发贷款可能会持续收缩。”

记者从多家房产中介了解
到，诸如开封、洛阳、安阳等市局
部区域的房价，从年初开始已经
有小幅度试探性上涨的趋势。
五一期间，开封一处楼盘开盘同
样上演了疯狂抢房，均价是
7800-9300 元/㎡，“2000 套房
源，但开盘当天我们放出去5000
多个号。”该楼盘工作人员说。

荥阳疯了，绿博也疯了……
五一小长假期间还属于郑州非
限购区域的荥阳、中牟、新郑，楼
市异常火爆，上演了一场调控升
级前的疯狂。

4月29日，荥阳一楼盘上演
抢房大战，不少购房者担心买不
到理想房子，甚至裹着被子连夜
排队。“担心买不到房，我早上7
点多就来了，可是前面已经排了
几百号，很多人昨天夜里就来
了。”郑州市民老谭告诉记者，

“郑州市内都已限购，荥阳因为
不限购，房源近来很抢手。”记者

发现，当天楼盘销售现场，甚至
还有倒卖排号的黄牛，郑州房地
产市场好像又回到去年八九月
份的状态，火爆异常。

同日，位于新郑南龙湖的
两个楼盘和位于中牟的一个新
楼盘也同时开盘。据记者了
解，小长假期间新郑的两个楼
盘 的 去 化 率 分 别 为 87% 和
94%，成交均价在9500-11200
元/㎡之间，而位于中牟的新楼
盘更是一次性推出高层、洋房
共计668套，小长假期间全部售
出，高层的成交均价甚至达到

15500-27394元/㎡。
“调控升级预期一直都有，

中牟说不定哪天也会限购，况且
该地区交通、教育、医疗等城市
规划都很合理、便利，无论是投
资还是自住都比较有保障。”市
民樊女士告诉记者。

“五一期间看房的客户尤
其多，出手也没有太多犹豫，客
户大多来自于郑州市区，投资
者居多，但是开盘即清盘，这种
火爆场景在郑州楼市不多见。”
中牟一楼盘的置业顾问告诉记
者。

“四限时代”楼市出现冷热分化

郑州楼市再迎调控变局

调控升级或致楼市冷热分化

□本报记者 傅豪 文 白周峰 摄影

郑州楼市调控再升级

小长假非限购区楼市上演调控升级前的疯狂

□本报记者 丁倩 奥特莱斯“热袭”郑州

与郑州市场匹配度成制胜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