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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刚需
刚需，仍是 2014 年中原房地产市场

关键词。

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 7 月郑州商品

纯住宅预售面积 93.1 万平方米，环比下

跌 6.3%，同比上涨 65%；销售面积 53.23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上 涨 15.8%，同 比 上 涨

8%。7 月份供求比为 1.7，未来市场存量

充足。

随着九月的到来，房地产进入传统

的“金九银十”市场旺季，2014 年下半年

楼市酣战也悄无声息地拉开帷幕。

目前对投机性需求的措施没有丝毫

放松，而支持首套房的政策表态则频频

发布。不难看出，刚性需求已成为决定

中原楼市发展和调控走向的关键词。有

业内人士说，在郑州大的环境前提下，中

原经济区和航空港区的加速度发展，为

郑州楼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

其次，郑州大量城中村改造如火如荼进

行，提前释放了大批刚需的置业需求。

虽然在 2014 年，刚性需求将继续成

为中原楼市的关键词，刚需购房者将继

续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不过，从

市场变化也能看出，新的一年首套自住

购房和首次改善型购房需求的比例也许

会发生轻微的变化。其中，二胎政策全

国范围内的放宽，加快了改善群体的置

业步伐，改善型购房需求所占比重将有

所增加。

关键词 保障房
保障性住房已成为“国考”申论考

题，这说明解决城市中低收入者住房问

题的住房保障制度已成为关注度极高的

热点民生问题。

据住建部透露，2013 年保障房计划

基本建成 460 万套、新开工 600 万套，配

套设施建设将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更加强调保障房信息公开，同时地级以

上城市要把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住房保障

范围。

2014 年郑州市将开工建设保障性

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 210210 套 (户)，
其中公租房 15701套，棚户区改造 194509
户;基本建成保障性住房 32161 套。郑州

将以推进棚户区改造为重点，进一步深

化“三房合一”新机制，加快完善具有郑

州特色的住房保障制度。

目前，城镇化还在快速推进，中低收

入群体阶段性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

显现。“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加强城镇

化建设，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

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而保障房建设成

为城镇化时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发展方

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 新地王
8 月 6 日上午，郑政东出 [2014]6 号

（网）城镇住宅用地在网上进行拍卖，14
分钟刷新纪录，郑州国投置业有限公司

最终以 52430 万元夺地成功，楼面价达

16143.46 元/平方米，每亩 1614.32 万元，

溢价 128.65%，刷新郑州双料地王纪录，

成为新的双料地王。

8月 20日，距离上次的“双料”地王出

炉仅 14 天，郑州郑东新区又诞生了新的

“双料”地王。在经过 92轮凶猛厮杀后，郑

政东出 [2014]7 号地最终以楼面价 1.704
万元/平方米，单价 1704.1018 万元/亩成

交，该地块的单价、楼面价成功刷新了 8月

6日郑州“双料”地王纪录。

楼市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土地、信

贷、政策、拆迁、人口结构、心理预期等任

何一个因素的风吹草动都会带来市场的

变化。可以说，“地王”的出现，并不能从

根本上决定楼市的走向，但是，对楼市走

向的关注，“地王”现象不容忽视。

关键词 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的概念是美国市场学家温

德尔·史密斯（Wendell R·Smith）于二十

世纪 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所谓市场细

分就是指按照消费者欲望与需求把一个

总体市场划分成若干个具有共同特征的

子市场的过程。

产品市场细分后的房价，差距越拉

越大。房价巨大差别的背后，是地段、品

质、品牌等因素。开发企业将目光转向

首次置业者和年轻购房者对产品个性化

的需求上，目前，随着郑州城市框架的拉

大，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以及城中村陆

续拆迁，中低端市场显示出较大的发展

潜力。有的企业专攻旅游地产或者养老

地产，试图以差异化竞争在市场中谋得

一席之地。

商品房细分市场的形成，表明中原

房产市场正逐步走向规范化。长期以

来，郑州住宅产品同质化严重，同时期的

住宅小区虽由不同的房产商开发，楼盘

产品如同一副模具生产出来的一样，许

多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某一类产品的

过剩，供应和需求脱节，价格与价值严重

背离。现在，郑州包括各个地市，房产市

场各种类型的产品均有呈现，满足了不

同购房者的需求。

关键词 多元化
2014 年 ，中 原 房 地 产 可 谓 暗 流 涌

动。地王频出、限贷限价、银行钱袋收

紧、区域楼市持续分化等，市场瞬息万

变。唯有实力与求变兼具的企业，才能

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多的地产公

司在地产的“产”字上做起了文章，搞起

了多元化经营——涉足实体经济，进军

影视产业、开发旅游和养老等。

天伦集团涉足燃气领域、万达集团进

军文化产业、华强集团已形成全新的文

化科技产业模式、清华·忆江南投资建设

中原影视城，并重磅推出了奥帕拉拉水

公园……

放眼全国，万科宣布与宝马、爱康、

渣打银行等国际顶级品牌启动战略合

作，其将转型城市综合配套商。阳光城

与宜华地产都拟进军医疗行业；复星国

际从房地产开发，走向钢铁、矿业、零售、

服务业多元化；恒大引领的房企多元化

风潮再次来袭，与恒大粮油产品上市发

布同样吸引眼球的，还有恒大粮油集团、

恒大乳业集团、恒大畜牧集团面向全国

大规模招聘……

业内人士表示，习惯了“高速增长，

快速发展”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 2014年

发生了重大逆转，大型房企的高歌猛进

也将结束。“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里”的多元化经营策略将成为中国房企

规避、降低市场风险的应对之策。

对于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争论颇多，可谓众说纷纭。房地产业一

如中国经济主动降速一般，再维持以往

的“暴利”水平显然不切实际，中原楼市

是否真的进入了“白银时代”也许还需要

时间来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弯腰就可

以在楼市捡到黄金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市场已告别浮躁和野蛮的生长周期，购

房者也已告别雾里看花、镜中赏月，购房

更趋于理性和睿智。资金实力强、产品

竞争力强、品牌影响力强、产品性价比强

的楼盘和产品，仍会获得市场认可和青

睐。目前房地产正在转型、分化，市场竞

争加剧促使市场更趋规范，大浪淘沙始

见金——优秀的房企仍然会在艰难中找

准“白银时代”的方向，继续前行。

楼市 动态

8 月 30 日, 海 南 绿 地 城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郑
州专场推介会，在郑州万豪酒
店圆满举行。

海 南 绿 地 城 总 占 地 约
150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00
万平方米，无论是占地规模、
总建筑规模、商办规模都是海
口市最大的。项目将融合高
端居住与时尚旅游度假 2 个
规划方向，打造交通枢纽中
心、文化教育中心、娱乐商业
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度假养
身中心、滨江生活中心、商务
会展中心，形成一个门户、七
大中心，缔造海口东中心，建
设具有国际规模的集商务、生
活、度假、养生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生活区，促成海口乃至
海南全新省级中心的诞生。

海南绿地城，规划建设有
200 万平方米商业中心，集合
大 型 购 物 中 心、国 际 连 锁 超
市、商务会展中心、大型影院、
美食餐饮等商业中心功能，意
向签约家乐福连锁超市、中影
国际影城，为海口带来前所未
有的豪华商业中心。 (闫静)

海南绿地城郑州专场推介会落幕

为了服务民生，根据企业
和群众的需要，郑州市房地
产抵押管理办公室不断改进
工作方式方法，从解决群众
的实际问题出发，积极组织
开展、并完善一系列便民服
务活动，努力为办事群众提
供最大便利。

便民服务措施内容为：预
约上门服务。为方便办事群
众问询和老弱病残孕等因故
不能到场办理业务的市民，郑
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特别开通了预约上门服务，郑
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公室
将指定专人上门办理。绿色
通道服务：为方便大批量客户
和老弱病残，郑州市房地产抵
押管理办公室利用休息日专
场集中办理抵押登记，不占用
窗口资源，提供便捷服务，避
免造成群众长时间等待。如
有需要可向科室负责人申请
绿色通道服务，安排在 51号窗
口办理相关业务。 （郭瑶）

郑州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推出便民措施

楷林IFC浓情月饼DIY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即将到
来，楷林 IFC 为新老业主精心
准备了趣味十足的月饼DIY。

2014 年 9 月 1 日—9 月 8
日每天 9:00—18:00，楷林新老
业主及所有关注楷林 IFC 的
各界友人可以携家人朋友前

来楷林 IFC 营销中心参加月
饼 DIY 活动。除可以品尝到
美味的月饼外，还可以享受到
亲手制作的无穷快乐。活动
结束后，拎着自己与亲友亲手
制作的美味月饼，沉浸在团圆
的氛围中。 （何佳）

“白银时代”来临：楼市去哪？

楼市 推荐
楼市 沸点

郑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郭锝昌

说：“市场要外迁，承接地要承接。”可

是，目前在建的作为外迁承接地的各

大新兴专业市场，建设速度都有些缓

慢，而对于需要外迁的市场和商户来

讲，时间就是金钱，能找到一个放心

的承接地是当务之急。在新老市场

衔接形成时间差之时，根据郑州市市

场外迁“一区两翼”规划布局，经中心

城区市场外迁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

意将五洲城项目列入郑州市场外迁

承接地。

速度五洲，打造全新市场外迁承接地
五洲国际应中原经济区建设之运

而生，顺中心城区市场外迁之势而

来，自 2014 年进驻郑州，打造郑州五

洲城以来，五洲国际用实际行动，创

造了“五洲速度”。2014 年 1 月 8 日，

项目一期土地成功摘牌。4 月 13 日，

全球招商中心盛大开放。5月 11日火

爆认筹。6 月 22 日一期开盘即售罄。

短短半年时间，五洲城成为郑州市场

外迁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五洲城坐拥郑上新区核心，雄踞

中原西路，紧靠郑西高铁，距离荥阳市

中心 2 公里、绕城高速 3 公里、郑州市

中心 15 公里，交通便利，瞬间接驳中

原城市群。五洲城以立足郑州、辐射

全国为目标，将项目建设成中国工业

品 1 级批发贸易总站，打造五洲集团

标杆性的商贸中心。

规模五洲，领航郑州市场基础配套
郑州市市场发展局副局长房广明

表示：外迁市场绝非简单“交易搬家”，

这些承接地不仅是交易场所，还建有

学校、医院、银行、生活住宅区等一揽

子基础配套。

五洲城集工业品交易中心、CBD

中央办公区、国际会展中心、仓储物流

园区、现代综合商业时尚区、精品高端

住宅区、企业总部基地、产品研发中心

八大功能于一体。未来，在这座配套

完善、超大规模的商贸物流城里，足不

出“城”就能满足生活、就业、娱乐等方

面的需求。目前，五洲城已经和知名

物流企业——普洛斯物流达成进驻意

向，规划建设 200 万平方米仓储中心，

将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仓储物流中

心。除为广大客户提供基础的物流服

务之外，还可根据合作伙伴的个性化

需求量身打造专业化仓库设施。

实力五洲，铸就专业运营新思路
在取得政府指定外迁承接地的授

牌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承

接方，我们深知，市场成功外迁的关

键，在于未来市场能不能做旺。五洲

国际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商业的

后期运营，在长期的开发运营当中总

结出了‘2、3、5经营理念’，即运作一个

商业地产项目，开发、招商和运营的作

用分別占在将项目推向成功的 20%、

30%和 50%。开创性地提出‘2、3、5 经

营理念’，大力保障物业兴旺增值。五

洲国际集团将在项目开业后投入巨资

运营管理，不定期举办各种商业促销

活动，拉动消费人流，实现商业物业长

久兴旺，最终实现商家、投资者、政府、

发展商多方共赢的局面！” （张霞）

以速度鼎力中原 以经营服务市场

□张光强

焦点关注

——2014中原房地产走向关键词解读

8 月 29 日—9 月 1 日，民安·北郡 [艺术·生活·家]年度

主题活动，以中国传统美学为架构，通过书画、玉器和铜镜

两场精美绝伦的文化艺术展，为广大北郡居民和郑州市民

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文化盛宴。展览以玉之温润涵养人

生，以镜之清明荡涤心怀，于商都文明之源脉汇聚处，点亮

现代人的心灵明灯。为期四天的玉石、历代铜镜展，让北

郡业主和慕名而来的社会人士赞不绝口，更是对这些难得

一见的珍藏品感叹不已。

君子如玉，温文尔雅，玉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承

载着中国人对于高尚和优雅的美好愿望。中国近代地质

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一书中写道：“夫玉之为物虽微，使能

即而说焉，则凡民族之所往返与文化之所传嬗，皆得于是

征之。”玉器经过数千年的继承和发展，从史前的古朴、雅

拙到秦汉的雄浑豪放，再发展到明清的玲珑剔透、博大精

深，经历了一个由“物－神－人－物”的发展历程，是不同

时代、不同思想观念下的不同产物，长期以来，相辅相承，

汇在一起，共同构成七千多年的中华玉文化。中国是玉器

大国，和田玉、独山玉、绿松石和岫玉并称为四大名玉，古

代玉器品类繁多，兼得观赏、祭祀、日用等多重功能，是文

人雅士修身养性的通灵之器。

在古代，最早的铜镜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战国至秦一

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到汉代铜镜就慢慢地走向民

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古代铜镜的形制、纹饰

和铭文的发展变化，记述了先民们的艺术想象力和社会文

化观念，又显现出其铜镜文化自身的系统性和时代性特

征，研究这些纹饰和铭文，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

文 化 艺 术 和 社 会 意

识，提供了实物证据

与一个独特的视角。

此次民安·北郡

以玉之温润涵养人文，

以镜之清明砥砺心胸，

历代铜镜玉器展，挚献

城市里最懂得生活的

人。 （张光强）

8月 30日，豫发·大运城销
售中心暨景观示范区开放盛
典拉开帷幕，豫发置业副总经
理朱洪杰进行致辞，现场掌声
此起彼伏。

豫 发·大 运 城 项 目 经 理
说，这次豫发·大运城销售中
心将是白鹭源、国园和蓝山公
馆三个项目的整体销售中心，
除了这三个项目外，豫发·大
运城销售中心还将负责商业
地 产 等 多 种 业 态 的 销 售 咨
询。据透露，定位于小高层的
白鹭源一期项目已经基本售
罄，而定位于中式洋房的国

园，和具备英伦风情的蓝山公
馆目前正在接受销售咨询。

为了能让业主提前感受豫
发·大运城的园林盛景，项目团
队按照社区的景观标准先行建
造了 7000 平方米现代法式休
闲与自然生态园林相结合的景
观示范区。豫发·大运城的景
观园林由国内顶尖设计团队深
圳奥雅操作主创，仅景观单方
造价就达 700 元，比港区同类
楼盘多投入 200多元/平方米。

据了解，豫发·大运城是厚
积 15 年的豫发置业基于中原
城市群发展之上的全新城市
概念规划，以全产品线业态布
局、全年龄段置业首选、全家
庭型宜居社区、全维度生活配
套 考 量 、全 视 界 未 来 城 市 规
划。360 度全功能城市群，可
以完美平衡休闲、娱乐、购物、
医疗、居住、求学、就业、产业
等各种城市功能。 （杨帅）

最美大运城 绽放航空港

郑州华南城开门迎客

作为商贸物流行业的航
母，河南省连续三年的重点建
设项目，郑州华南城自招商伊
始就受到商户的热烈追捧，不
少区域的商铺开盘即售罄。

4 月 21 日，郑州华南城举
办了盛大的主力商会签约入
驻仪式，仪式上小商品、建材、
五金机电、汽摩配件、副食市
场五大业态主力商会整体签
约入驻华南城，另有不少知名
大牌同时入驻。

据了解，8 月 28 日，郑州
华南城四大市场共有数千家
商户同时开门营业，这也再次
刷新了郑州“华南城速度”的

纪录。按照郑州市政府“先建
后迁”的工作原则，华南城是
目前各承接地项目中唯一具
备以正式经营场所承接中心
城区 177 家市场外迁的项目。
目 前 ，华 南 城 已 建 成 面 积 达
200万平方米，小商品、五金机
电、建材、汽摩配件市场均已
具备试营业条件。

如今，行走在华南城中，
凡目及处皆可见花花绿绿的
门头，每个门头都代表了一个
入驻商户，他们有的正在忙着
装修，有的已经开门迎客，华
南城内一片繁忙景象。

（何佳）

——郑州五洲城列入郑州市中心城区市场外迁承接地

民安·北郡历代铜镜玉器展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

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

住房发展 (2014 年中)报告》。报

告称，经历了 2013 年大中城市房

价全线上涨，2014 年大中城市楼

市出现主动调整。业内人士分

析，这意味着未来 10 年，房地产

市场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房地

产市场“暴利”时代终结。展望目

前房地产市场特征：“存量增加，

增量递减”。郑州，因地利之便高

铁时代的地理中心，航空时代的

枢纽，成为国内重要经济引擎，完

善的城市经济圈已趋于成型。所

以，对于郑州整体情况来说，楼市

的黄金十年已去，“白银时代”的

发展脉络日渐清晰。

周迅将携手芭莎艺术校园行亮相思念·果岭

8 月 28 日，2014 芭莎艺术
校园行启动仪式媒体预热发
布会在云朵艺术中心举行，30
余家媒体齐聚一堂。

发布会上，中部大观地产
常务副总裁刘雪梅女士、《芭莎
艺术》杂志主编孙国胜先生分
别进行了致辞。同时公布，三
金影后周迅与时尚集团总裁、

《时尚芭莎》创刊人——苏芒，
当代雕塑艺术家蔡志松，《时尚
芭莎》、《芭莎艺术》等十多位时
尚集团旗下杂志主编将于 9月

25 日参加这场即将到来的艺
术公益的盛会。

《芭莎艺术》作为中国第
一本国际化艺术杂志，以“让
艺术引领时尚，让艺术创造价
值”为创刊理念，在传播与推
广艺术之际，让更多受众领会
艺术的价值、成为艺术的受益
者、最终成为艺术的传播者。
2014 年“芭莎艺术校园行”全
新启程，将以更广阔的范围、
更具实力的嘉宾团队为青年
学子带去艺术的感受。（杭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