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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中原地产复工复产
大河财立方地产情报站上线，8路记者实地探盘

大河财立方地产情
报站正式上线，8路记者
实地探盘

随着郑州各大售楼部“客
流小阳春”如期而至，曾处在
疫情防控重压下的中原房地
产业，正在强劲复苏。

4月11日，作为大河财立
方地产情报站正式上线后启
动的首场大型主题策划活动

“楼市四月天——直击郑州地
产业复产复工”，8路记者奔
赴郑州12大重点片区，对区
域内超过30家在售楼盘进行
了集中探盘。从郑州管南片
区、北龙湖片区，到高新片区、
航空港区；从绿博、白沙片区，
到经开区、高铁片区；从金水
老城到二七新城，郑州楼市的

“春日田园”，一派勃勃生机。
上午9点半，第一路探盘

记者驾车从郑州东区沿中州
大道用时20分钟左右，行至
位于管南片区的鑫苑国际新
城项目营销中心处。经过门
口严格的测体温、登记、消杀
程序，进入售楼部，便可看到
看房者在该楼盘置业顾问的
引导下了解房源信息，一切井
然有序。

一个小时后，大河财立方
地产情报站探盘首播正式开
启。在置业顾问的讲解下，从
项目沙盘到区域环境，从复工
复产情况到项目优惠活动，直
播间粉丝的疑问一一得到解
答。

与管南片区的热闹一样，
记者在郑州高新区正弘·青云
筑销售中心看到，该项目已全
部复工，陆续来看盘的人群经
过扫码、测温后有序进入。步
入项目销售中心，售楼部沙盘
和洽谈处也已汇集了看房
者。接待记者的置业顾问表
示，作为改善型住宅，看盘人
群中不乏有带孩子一起来的
家长，目前看盘人群多集中在
下午4点左右，与疫情之前相
比，并无明显差异。

当记者来到郑州金水老
城区的美盛教育港湾时，该售

楼部已经挤满了人。据该项
目销售经理马旭宁介绍，三月
初售楼部刚复工时，项目客流
量并不大。随着复工复产的
推进，加上售楼部与新华书店
合作，客流量能够得到保障，
基本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除了逐渐恢复以往的客
流之外，不少项目售楼部营销
活动也热闹异常。如高新区
保利文化广场正在举行网红
线上直播活动，网红的吸粉效
应明显，不仅是直播间线上引
流，线下的导流作用也较为明
显，上午11点，该项目售楼部
已人头攒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河
财立方地产情报站记者的直
播活动也非常火爆。截至中
午12点直播活动结束，仅仅
两个小时，直播间累计超过
355万人次观看，同时在线人
数最高峰值达到24.8万人次。

直击复工复产，12大
重点片区在售热盘客流
大幅回升

地产复苏，从售楼部开
始。2月25日，郑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下发通知，要求有序开放售楼
部。随之，郑州房地产市场被
疫情紧急按下的“暂停键”缓
缓抬起，多个片区的售楼部逐
步开放。

在距离九如东路上建业
君邻大院时光馆不远的项目
工地上，入口处皆粘贴了疫情
防控相关须知，工人须经过消
杀检测方可入内，外侧的两栋
建筑已盖起多层。在北龙湖
片区如意西路与丰殷路交会
处的正商祯瑞上境工地处，记
者注意到，相关施工车辆正在
按照节奏进行施工。

除了忙碌的建筑工地以
外，人气渐旺的售楼部到访量
渐增的数据增强了行业从业
者的信心。

位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的瀚海·航城，是此
次大河财立方地产情报站探
盘离市区最远的一个项目。
即便如此，在记者完成门口的

登记和消杀程序的短暂时间
里，就能碰到好几拨看房的
人。而售楼部的大厅里面，更
是聚集了不少人，在听各自的
置业顾问介绍项目信息。

其实，无论是北龙湖这样
的标志性区域，还是像高新、
常西湖、惠济、金水科教园区
这样的周边区域，甚至是距离
主城区稍远的港区和绿博片
区，各项目售楼部里都十分热
闹。

对此，大河宸院项目负责
人姜海告诉记者，项目于2月
底接到复工通知，3月1日正
式复工。前期由于疫情防控
需要，公司对进入售楼部的客
户人数进行了限流，从3月下
旬开始，人数逐渐多了起来。

“总体来看，三月份第一
周、第二周购房者相对较少，
第三周恢复至年前的50%，第
四周恢复至70%，四月份第一
周恢复至80%左右。”上述人
士表示。而目前，项目每天正
常接待客户为100组左右。

而天伦城一位负责人则
告诉记者，3月2日复工以来，
到访客户竟比年前还要多。

正是由于逐渐回暖的客
流量与成交量，使得不少业内
人士直言疫情的影响并不
大。在此次探盘过程中，不少
项目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疫情
可能会对即将交付的楼盘造
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对于目
前在售的楼盘来说，大家之前
对突发事件都做过充分的准
备，留了缓冲期，所以基本不
影响楼盘的交付。

此外，疫情期间虽然潜
在的购房者不方便出门，但
是网络营销等新手段的运
营，依然能够助其获客。据
正弘·青云筑销售中心负责人
谭跃东介绍，在疫情期间，
集团也在线上开展相关销售
活动，使得青云筑项目在郑
州一季度地产销售中表现不
俗，取得了销售金额和销售
面积双料冠军。而碧桂园天
澜项目经理马纪彪表示，复
工后项目成交量较春节前翻
了几倍。而面积多以140平
方米为主，与之前120平方

米的房子热销现象形成鲜明
对比。

线上线下齐发力，房
企“花式”营销求突围

新冠肺炎疫情给地产业
出了一张严苛的试卷：产业活
跃度进入低谷，金融面临更多
的不确定风险，全球贸易也被
按了暂停键。后疫情时期，考
量更多的是活跃其中的房企
的韧性和“危中取机”的能力。

疫情期间，为应对售楼处
关闭，促进市场活跃，一些房
地产企业纷纷转变营销模式，
开通商品房线上售楼平台，运
用“云”的力量，发挥在线售楼
平台优势。同时，结合推出各
种优惠措施，在特殊时期里积
极应对变化，主动拥抱变化。

“目前正商生态城项目推
出了多项优惠活动，如4月1
日至30日期间，每套房源总
价减2万元、按揭优惠3%、全
款优惠7%等。”4月11日，正
商生态城置业顾问向记者表
示，在疫情期间，为减少疫情
带来的影响，集团的“正商好
房”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抖音
等多个平台为购房者介绍项
目相关信息和最新优惠活动，
并帮助购房者答疑解惑。

此外，融创御河宸院借助
贝壳VR售楼部线上开盘，推
出1472套房源，当天在线认
购突破千余套。

“线上交易为整个地产行
业带来阶段性的或者趋势性
结构变化，或将重新塑造或定
义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未来。”
业内人士认为。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中国房
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他在4
月7日出席首届春季线上房地
产交易会（线上房产春交会）时
表示，应当将房地产营销方式
改进并继续推进下去，以互联
网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来提高
营销效率，简化购房者的决策
流程，减轻购房的劳顿。

除了线上的推广方式之
外，优惠升级、全民返利等措
施，也在疫情期间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

作为刚需楼盘的代表区
域之一，管南片区有购房优惠
和推新的楼盘不在少数，如鑫
苑国际新城推出了2000元无
门槛订房、优质房源八五折、
订金翻150%、无理由退房等
活动。

在疫情给出的严苛试卷
下，部分房企正打破常规“危
中取机”。作为近期营销热点
的恒大，自2月13日起即全面
实施网上购房，并于2月18日
启动七五折特大优惠。据恒
大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网上
累计认购99141套，优惠后房
屋总价值1026.7亿元。随着
3月“小阳春”旺季的到来，恒
大再次放出大招。3月1日，
恒大启动促销“组合拳”：全国
楼盘七八折特大优惠、“恒房

通”推荐额外九七折，以及根
据楼栋去化情况和付款方式
的不同额外折扣，在即将到来
的“小阳春”再次抢跑市场。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
房地产市场的营销手段其实
一直在进行自我进化，而疫情
则成为了加速进化的催化剂。

河南多地出台政策
稳市场，地产业复工复产
正当时

疫情发生以来，在房地产
用地及开发建设领域，各地采
取了土地出让中止、建设项目
暂停、复工延期、售楼处暂时
关闭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在
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多地也
在有序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
复工复产。

2月份以来，为解冻冰封
的房地产市场，河南各地相继
出台稳楼市政策。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记者梳理发现，新政
内容涉及降低土地竞买保证
金、分期缴地价、支持和组织
推动房地产业复工、阶段性调
整商品房销售条件、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优化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服务等多个维度，给房企
吃下定心丸。

2月 21日，河南省住建
厅、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
了《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防范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
险的若干意见》。从复工复
产、为企业减负、信贷支持、住
房公积金服务、防疫支持、防
范法律纠纷六方面出台了18
条具体政策，以落实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防范和化解
房地产市场风险，实现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2月25日，郑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通知，要求有序开放售楼部。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相
继出台供给端扶持政策的同
时，一些房地产行业协会已经
开始建议从需求端入手，改善
市场环境。如安徽省房地产
商会、江西省地产协会等曾提
出多个举措，建议适当放宽限
购政策、降低按揭首付比例、
减少二手房交易税费等。

“在积极争取政策扶
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同
时，房地产企业现阶段还需
要打开销售回款的通道，尽
量保持较快的去化速度。”业
内普遍认为，拓宽融资渠
道，在资金层面上获得更多
低成本的融资扶持也是突围
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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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探盘记者正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