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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预计安阳、鹤壁、濮
阳、驻马店四地区和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周口四地区南部以及信阳地
区北部，滑县、新蔡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10℃以下。

之所以出现低温，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冷空气的影响，二
是晴空辐射降温，三是积雪吸热降温，直接导致今天我省的西部山区、
北部和东南部最低气温降至-12℃至-10℃。

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我省将转为3级左右的偏南风。今天，全省以多
云间晴天的天气为主，北部、东部部分地区的偏南风在3到4级之间。随
着扩散形势的转差，我省将迎来一次空气污染过程。

“感觉今年确实房价没
怎么涨，2016年在象湖附
近买的一套房子均价9000
元/㎡左右，到现在基本不
到10000元/㎡。”郑州市民
刘女士称。

整体而言，2017年郑
州市场上投资客明显减少，
房价相对稳定，部分区域出
现小幅度下跌。如融创珑
府、名门翠园、荣盛祝福花
语水岸、富力建业尚悦居、
保利文化广场等项目开盘
价格与周边持平，甚至略低

于周边，以求得到良好的去
化；而融创象湖一号、永威
森林花语、康桥香溪郡、亚
新美好艺境等项目的后期
加推房价也与前期持平，并
无明显上涨。

“经历2016年的火热
之后，2017年不少房企的
年销售任务定得都很高，与
其拼价格慢慢卖，不如以价
换量、快速回款来得实际
些。”郑州某知名房企相关
负责人分析称。

今天凌晨 最低气温-10℃
郑州继上周五-9.2℃后迎来入冬以来最冷天
□记者 刘瑞朝 文 洪波 摄影

核心提示 | 大雪过后，“三九”之中，冬天露出其本色，人们纷纷喊冷。更冷的还在后头，今天凌
晨，受冷空气、晴空辐射降温、积雪吸热降温的三重影响，我省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将跌至-10℃左右。

和历史上的纪录相比，这样的气温简直不堪一击。郑州的历史极值是-17.9℃，先后出现了三次；
全省历史最低气温，则是-23.6℃，出现在安阳林州。不过，最低气温终究是纸面上的，体感温度决定
着人们的舒适度，大家应尽量做好保暖避寒工作，尽量穿得厚一点，以免身体的热量过度散失。

28年前的马年春节 郑州出现-17.9℃的极端气温

1990 年 1月 27日，除夕佳
节，郑州上空，开始飘起雪花。
在-3℃的气温和此起彼伏的爆
竹声中，蛇年结束，马年开始。1
月28日，正月初一，雪势却大了
起来。纷纷扬扬的，城市洁白一
片。

29 日 ，雪 停 ，气 温 跌 到
了-6.8℃。30日，大雪再来，新
雪加旧雪，致使雪深达到了20厘
米。-10℃的气温，随着雪霁天
晴，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1月
31日，人们却被冻得出不得门
了。当天的最低气温，一下跌到
了-16.3℃。

载入郑州气象史册的事情，

随之发生了。2月1日，郑州出现
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
——-17.9℃。这已是郑州第三
次出现这个数据了，距离上一次
已将近20年的时间。

阮祥，郑州市国家标准气象
站站长，当时正在中牟气象局工
作。他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景，
城市里的很多水管都冻爆了，而
长在田地里的蔬菜，几乎在一夜
之间全部冻坏。“之所以出现极低
气温，与极强的风力无关，主要是
大雪之后的连续晴天，地面热量
向外辐射，地表温度不断下挫。”
他说。

-10℃低温近年来已罕见 我省历史极值-23.6℃

通过查询，记者了解到，有气
象记录以来，郑州共出现了三次
数值一样的极端气温。其中，
1955年一次，1971年一次，1990
年一次。-10℃以下的极端低温，
在上个世纪极为常见。但随着新
世纪的到来，郑州每年出现的极
端低温，已很少出现-10℃以下的
情况了。

简略统计可发现，1990-1999
年10年间，郑州有4年的极端低温
都在-10℃以下；2000-2009年，
则有3次-10℃以下的低温；但从
2010-2016年，没有一年的极端
低温在-10℃以下。

“今年1月5日，郑州出现了
入冬以来的最低气温，当时监测
到的数据为-9.2℃。”郑州市气象

档案馆相关人士介绍。
不仅是公众感觉现在的冬天

没以前冷了，全球变暖的趋势也
有强力的数据支撑。据介绍，从
有气象记录以来，郑州的年平均
气温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升
温趋势较为明显。以前年平均气
温多在13℃，如今的年平均气温
多在16℃左右。

像今天-10℃左右的低温，不
仅没法和郑州历史上的极值比
较，与我省历史上的低温相比，更
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省气候中
心相关人士说，有气象记录以来
的最低气温，出现在1976年12月
26 日的林州，当时的气温跌
至-23.6℃。

体感温度与实测温度
差距咋这样大？

本周二，时令正式完成了“二
九”与“三九”的交接，“冷在三九”的
俗语所言不虚。特别是周一、周二，
北风呼啸，西北风一阵强似一阵，给
人的感觉便是“雪上加霜”、冷上加
冷。

有些裸露在外的自来水管，出
现了冻裂的情况。人行道上没来得
及清理干净的积雪，被冻成了冰，人
走在上面，稍有不慎就会滑倒。走
在寒风中，市民们也全副武装，忍不
住抱怨一句“冻死人了”。

连续两场降雪后的气温，真的
有人们所感受的这么低吗？从气象
监测数据来看，结果有点出乎意
料。周一，郑州最低气温-1.3℃，周
二 ，-0.7℃ ，周 三 ，0.1℃ ，周
四，-3℃。而上周五，也就是今年的
首场大雪结束后，郑州出现了入冬
来 的 最 低 气 温 ，当 日 达 到
了-9.2℃。“上周五没感觉多冷啊！
周 一 以 来 ，每 天 都 感 觉 气 温
有-10℃了，为啥实测气温却在0℃
左右？”有市民不解道。

记者了解到，大家身体所感受
到的寒冷，与气象部门发布的气温，
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体感
温度，往往受风力、湿度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郑州市国家标准气象站
相关人士说，冬天有风时要比无风
时的感觉冷，因为风会导致人体热
量的散失。

冬天不同的风向，也会导致不
同的体感温度。一般刮南风时，体
感温度要比刮北风时高一点。刮西
北风时，体感温度要比刮东北风时
高一点。南风多是暖湿气流，而北
风是冷空气，当然是后者更冷；西北
风从人烟稀少的草原、高原吹过，先
要经过地形抬升，随后便随着地势
的降低而下沉，气流的温度也会随
之有所上升。前几天大家之所以感
到冷，便是持续不断的西北风的影
响。

郑州发布2017年楼市大数据

业内专家:
房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
□记者 孙煊哲

近日，郑州发布郑房指数显示，2017年12月份，郑州
市商品住宅均价7800元/㎡，与11月份基本持平。从全
年来看，2017年全市商品住宅累计销售均价7948元/
㎡。业内专家认为，调控一年多来，郑州房地产市场发展
日趋稳定，房价上涨势头得到基本遏制。

数据 | 房价有所抑制

数据显示，2017年，郑
州全市商品房累计批准预
售面积3515.97万㎡，其中
商品住宅累计批准预售面
积2711.89万㎡。

2017年，全市商品房
累计销售322107套（间），
销售面积3196.67万㎡，累
计销售均价 8375 元/㎡。
其中商品住宅累计销售
269079套，累计销售面积
2797万㎡，累计销售均价
7948元/㎡。

据了解，上述中的“全
市”范围包含郑州市内五
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济
开发区和各县〔市、区〕。

“从数据来看，说明郑
州住宅市场的认购热度很

强，这和城镇化等持续发展
的态势是有关的。”易居研
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分析称，对于当前郑州
市场来说，房价有所抑制，
尤其是包括限购等政策，实
际上有效地抑制了此类房
价。

严跃进认为，对于此类
房价来说，未来或还有反弹
的可能。主要是几个原因：
一是郑州城市扩张非常明
显，环线规划下的房价容易
上涨；二是郑州的新型城镇
化的概念很明确，未来河南
省域的人口进入的规模会
加大，这样也容易带来市场
价格的上涨。“所以价格方
面需要把控。”严跃进称。

市场 | 多个项目开盘价格稳定

由于“限价”的存在，不
少房企不敢逾越这条红线，
就在其他方面做“小动作”。

事实上，2017年，一些
热度较高的项目开盘时会
采取“全款先选、按揭后选”
的方式进行销售，结果是全
款买房者把房源抢购一空，
导致不少按揭购房者虽然
凑够了首付钱，却选不到房
子。看似房价不高，却透支
的是购房者高额的全款现
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城
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社
认为，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
银行年底回款太慢，房企为
了快速回笼资金，不惜降价
换取现金流；而关于商品房

销售首付比例，目前在法律
层面尚无明确规定，这从另
一层面上让这些房企有了
钻政策空子的机会。

“全款往里走，按揭的
别堵门口”现象不光是在郑
州，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存
在。而为了应对这一现象，
上海、南京、长沙、成都等城
市相继出台了“公证摇号排
序选房”政策，这意味着，购
房者即便全款购房也不会
受到特殊对待。

“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出
台，郑州‘全款先选’、凑够
首付仍然买不到房的现象
将继续发生。”河南省商业
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提醒
称。

呼吁 |“全款先选”现象应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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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一处喷泉水池内结了厚厚的冰

这些区域最低气温在-12℃至-10℃
偏南风将成为主导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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