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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8265元/㎡,环比下降232元/㎡
8月郑州新房量价微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文 白周峰 摄影

进入8月份以来，郑州房地产市场新政持续出台，市场观望情绪增加，进而影响着房价和销
量。近日，郑州市房管局发布郑房指数，8月份全市商品住宅销售情况量价齐跌，其中，均价为每
平方米8265元，比7月份下降232元；而二手房方面销量却有着18%以上的增长。

数据：新房量价齐降
二手房销量上涨

近日，记者从郑州市房管
局了解到，8月份，全市商品住
宅销售24623套，销售均价为
每平方米8265元，相比7月份
每平方米8497元的均价，下降
232元，这也是继今年5月份
以来第一次下跌。

数据显示：8月份，郑州全
市商品房销售29007套（间），
基本与上月持平；销售面积
289.07 万平方米，环比减少
8.75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
销 售 24623 套 ，销 售 面 积

257.24万平方米，比上月减少
9.29万平方米，下降3.5%。

二手房方面，住宅二手房
共成交 6714 套，环比增加
1027套，上涨18.06%；成交面
积64.06万平方米，环比多卖
10.04万平方米，上涨18.59%；
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 10648
元，与7月份基本持平。

市场：近期政策频出
观望情绪增加

近期，记者在探盘时发
现，不少售楼部变得很是冷清，
有的甚至干脆关门。“政策越来

越严，现在还不清楚检查的力
度和尺度，很多项目都在观望，
先看看再说，尽量不出风头。”
郑州某知名房企营销负责人王
先生称，今年的“金九银十”将
不复存在。

不仅房企，就连购房者也
逐渐开始有观望情绪。在惠济
区一售楼部内，由于没有预售
证，项目没有释放任何销售信
息，只是展示了沙盘和项目位
置。正在看房的小李对记者
说：“近期一直在看房，有的项
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最
近的政策也都看了，觉得如果
不是特别急的话，可以再好好

挑一挑。”
实际上，进入8月以来，

新政就不断。省级方面，省住
建厅、公安厅、司法厅等9部门
联合从全省层面开展楼市乱象
治理专项活动；随后郑州市政
府也出台细则，其中的“没预售
证，房企不得开放销售场所”更
是被房企比喻为达摩克利斯之
剑；前两天，郑州市房管局继续
跟进发布《关于开展房地产市
场专项整治的通知》，对全市范
围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
产经纪机构进行专项整治，根
据要求，9月11日起，各房地产
主管部门组织检查组进行现场

检查，10 月 16 日起，各县
（市）、上街区、开发区和市内五
区交叉抽查。

“当前市场的调整和政策
管控有关，尤其是房地产交易
秩序的整顿等，使得房企和相
关营销部门经营更加规范，这
也对市场的交易产生一定影
响。”业内知名专家严跃进认
为，若是部分房企项目销售节
奏放缓，那么价格上让利的动
作会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
上利好接下来的购房行为。

对于购房者来说，若是刚
需，严跃进建议还是在当前阶
段积极认购房产。

9月11日，由郑州市城
乡建设委员会和郑州市工程
质量监督站主办、郑州万科房
地产有限公司和重庆万泰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

“郑州市2018年质量月启动
仪式暨工程质量提升观摩
会”在万科紫台紫瑞苑项目
举行。参加观摩会的还有郑
州市质监站及各县（市、区）
质 监 站 负 责 人 等 近 2000
人。郑州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沈浮全方位讲解
了万科以“两提两减”为核心
的“5+2+X”建造体系，生动
诠释出郑州万科对住宅品
质、环境与服务的卓越追
求。重庆万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金明介
绍，重庆万泰始终坚持“以质
量赢市场”的方针，严格落实
郑州市推行质量标准化、加
强现场管理的要求。郑州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曲标
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利用“质
量月”活动平台，引导建筑企
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意识，
切实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
引导监管部门全面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严格落实工程质
量责任。G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近两年房价还会有大的波动吗？啥时候买房合适？”“外地户口，想在郑州买房，是现在迁户口还是等到限购解除了
再买？”“想买一套学区房，年限长的能买吗？”“想在东区买套优质房产，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哪些地方比较抗跌？”……自
《楼市百问》开通以来，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读者发来的问题，对此，我们特别邀请郑州市房管局“楼市微观”的房管专
家为大家进行解答。

1.想置换一套东区优质
地段的优质房产，未来数年
抗跌性较强的小区。新房二
手房都行。有没有推荐？

答：虽然房地产调控政
策越来越紧，但主城区核心
地段的优质房产依旧会有较
好的增值空间，因此，与其说
抗跌，不如说更能升值。如
果考虑东区核心位置，可考
虑高铁站附近的小区。

2. 我 有 一 套 回 迁 房 到
2020 年交房，另在绿博有套
房，现在有购房资格吗？

答：回迁房尚未取得不
动产证，不属于商品房，不计
入限购指标。如果你是单身
个人，已经有一套绿博的商
品房，已经没有购房资格；如
果是已婚家庭，还可以有一
个购房资格，但是银行按揭
贷款必须首付60%。

3.目前在郑州西南二环
边有自住小两室，1996 年的
老破小，明年地铁 5 号线开
通，学区房有贷款，未婚。目
前想置换一套改善房自住，
请问现在出售还是考虑地铁
5号线开通后出售？

答：地铁对于主城区的
老房子带来的增值空间有

限。况且，即使这套老房子
增值，但可能你目前心仪的
新房也在增值，甚至增值空
间更大。所以，既然是自住
置换，目前房价稳定，建议现
在出售。

4.咨询一下学区房的问
题，刚需，别人给推荐的都在
中原区，教育资源的确丰富，
但房子基本上都是1998年之
前的，请问我该如何抉择？

答：购买学区房，第一需
求是子女教育；第二才是房
子本身。好的学校周边往往
都是数十年的破旧小区，而
开发建设中的新区往往又无
好的学校，两者是存在一定
矛盾的。所以，如果有子女
上学需求，满足名校的前提
下，尽早买入。

5.我和妻子外地户口，现
在郑州有一套两居室，贷款
还清，准备要二孩，想换大三
房。目前已经限购了，是迁
户口冒着首付 60%和利率增
加的高杠杆风险，还是等解
除限购后再买？

答：第一，贷款已还清，
可以做成首付30%；第二，首
付60%与利率上浮不是高杠
杆，而是低杠杆，基本也没有

啥风险；第三，五年内限购或
许不会解除。

6.在航空港区工作，准备
结婚，想在港区买房，看中了
一个项目，首付勉强能付清，
但又想离市区近点，也考虑
过南龙湖。如果从自住的角
度看，选哪好？

答：不管是自住还是投
资，港区与南龙湖两者之间
相比较的话，更倾向选择港
区。

7.我在郑州某小区以1.6
万元单价购买了一套 340 平
米的连排别墅，一次性付清，
目前处于空置状态。二手市
场中，单价2.5万左右。请问
现在出售，还是持有三五年
后再出售？

答：在房产投资领域，别
墅的回报率弱于普通住宅、
商铺、写字楼。主要因为面
积大、总价高，转售难度大；
另外，在持有过程中，很难出
租获得收益。如果确定未来
不住的情况下，尽快挂牌出
售。

8.7月31日，中央政治局
会议召开，其中关于楼市，会
议 提 出“ 坚 决 遏 制 房 价 上
涨”。这句话有什么含义？

房价真的不再涨了？现在是
入手的时机吗？

答：从 2003年开始，房
地产市场经历的每一次调控
都是“遏制房价快速上涨”，
意思是允许涨，但必须控制
在合理的范围内。而本次

“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表明
中央对于楼市调控的决心，
即：房价不能再涨。但不能
再涨不代表一定是下跌。

所以，如果不是刚需，可
以观察两年再入手。而对于
刚需自住者来说，有真实的
自我居住需求，建议还是早
日买入。

9.当前情况下，近两年房
价波动不会太大吗，什么时
候入场合适？

答：房住不炒！目前的
楼市虽然依旧是暗流涌动，
但只要政策不放松，两年内
房价不具备上涨的基础。

如果有资金无处安置，
站在长期持有角度，可以考
虑四环内优质项目；如果资
金有限，且期望短期房价有
较大幅度的上涨，建议丢掉
幻想，好好工作，打实自身的
经济基础。

（本文仅代表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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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郑州房价会有大波动吗？
郑州市2018年
质量月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