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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房价今年为何“高歌猛进”
□时报记者 张傲 陈钰月 摄影报道
近两个月来，省城西宁楼市突然火爆起来，不少
市民纷纷加入购房大军队伍，一些楼盘甚至出现售罄
现象。房价一直在 4000 左右徘徊的城北区，近一段时
间均价达到 7000 元，同比上涨了 300%以上。西宁楼
市为何销售火热，房价为何突然这么高？真实情况
到底如何？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西高东低”
的房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省城西宁，
“ 西高东低”
的房价状态一直存在，十多年前，当城西区商品房均
价每平方米为 4000 元左右时，城东区则为 2000 元上
下，尤其是西宁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价格更
低。
如今，城西区很多楼盘售价每平方米开始陆续破
万，
特别是海湖新区一线，
商品房价格持续攀升，
“最近
在海湖新区看了不少楼盘，今年新开盘的一处住宅小
区，
每平方米的价格报到 12000 元了。
”
市民廖先生对此
直呼买不起。据其介绍，
即便往西更远点的地方，
比如
湟水路附近的一些楼盘，每平方米的售价也已高达七
八千元了，
“西钢附近稍微便宜一些，每平方米 5000 元
左右，
但因为挨着西钢太近，
又不想选在这里。
”
相较于城西区的高房价，城东区目前依然是省城
楼市的“洼地”。记者实地采访了解，南山路原警官学
院附近新开发楼盘每平方米售价在 6000 元至 7000 元
之间，共和路附近也是 7000 元左右，而再往东走，南山
路与民和路交会处附近的一些楼盘价格稍微低一些，
楼层好一些的房源每平方米也仅为 5000 元左右，经济
开发区内新房每平方米同样在 5000 元上下，一些尾盘
楼售价则偏低一些，
不过每平方米也在 4000 元。
此外，今年城北区的房价出人意料地有了一个较
大的突破。据记者了解，以往城北区的房价和城东相
差不多，如今似乎开始超越城东区。记者在朝阳东路
天峻桥附近一新开楼盘了解到，该地段目前房价每平
方米已达 7500 元。再往北的楼盘虽然离市区越来越
远，但房价似乎并没有由此而降低，青海大学附近的
房价也已接近每平方米 8000 元。

二手房被带火
不仅新开楼盘销售火热， 昆仑汽配城附近的房子，
同一个
二手房也成为不少市民的抢手
小区，同样的户型和面积，今年
货。
初的交易价仅为 56 万元，
而如今
市民张先生这两天特别留
要价上涨了 10%以上。
意各种二手房信息，并看了不
虽然二手房趋火，但其成
少房。在马坊东，一处 2010 年
交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因为
代建设的 79 平方米的房子要价
多数二手房房源信息都掌握在
43 万元，张先生有些动心，但对
房屋中介公司，买卖双方都要
周边的环境不满意，最终选择
缴纳中介费，无形当中再次抬
了放弃。
高了房价，有些二手房销售价
城北区盐庄某房屋中介公
格甚至比肩新房，让消费者难
司一名业务员告诉记者，最近
以接受。据记者了解，有些抢
他们的业务量大增，每天都会
手的二手房，中介公司会收取
接待好几波看房客。
10 万元的转让费，即便一般的
家住城西区西山一巷的孙
房子，中介公司也会收取 2 万左
先生家里新添了小宝宝，父母
右的中介费、代办费等。同时，
离他们有些距离，照顾孩子很
二手房肯定或多或少都存在
不方便，他特别想在附近买一 “瑕疵”，多数都在老旧小区，基
套房子，因为周边没有新楼盘， 础设施陈旧，
房屋本身也存在这
只好锁定二手房。6 月 10 日，他
样那样的问题，
“撮合”
供需双方
在昆仑汽配城附近看了一套房
交易成功也并不容易。此外，
二
子，85 平方米，要价 62 万元，
“房
手房贷款手续比新房复杂，
多数
子的价格还可以，就是户型不
要求一次性付清购房款，
也给购
太好。”孙先生说，二手房因为
房者设了一个不小的门槛，
比如
不集中，挑选起来非常麻烦，一
城西区 100 平方米的二手房，一
时半会很难挑到中意的房子。
般都需要七八十万元，
让一个普
记者采访中获悉，
二手房价
通家庭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格也水涨船高，
比如孙先生看的
还真有些难度。

房价为何突然暴涨
和去年甚至今年年初相比，不少人感觉近几个月
房价突然上涨。
“五岔路口、纸坊街附近的几个楼盘去年每平方
米 8000 元左右，目前都已超过万元大关，达到 12000
元。”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开始，他就一直
在选房子，总觉得价格偏高，民间传言，随着各种调控
政策的落地，房价可能会降，因此他就抱着等等看的
态度，观望了几个月，没想到今年房价可谓是“高歌猛
进”，
“这涨幅还是够狠，真是越等房价越高了。”
和郭先生相比，来自海东市平安区的赵女士则成
了“幸运儿”，去年下半年她在西宁市城西区气象巷附
近购买了一套高层住宅，面积 110 平方米，每平方米
8500 元，
“今年听说这个楼盘每平方米早就过万了，幸
亏当时咬咬牙买了，
不然要多掏十几万。”
对于房价为何突然上涨，南川东路某房地产开发
商销售部经理王女士也觉得不可思议。据其介绍，去
年他们所在的南川地区楼盘开盘价每平方米也就是
3000 多元，今年一下子翻了一番，并且还没有了房子，
“也不知什么原因，感觉今年需求很旺盛，大有抢房的
架势。
”
至于城北区的房价上涨，一楼盘销售人员认为是
北川湿地公园的建设所拉动，
“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
注重生态环境，海湖新区房价较高，也和周边优美的
环境是分不开的。
”
一开发商负责人也表示看好当前房地产市场，认
为此次价格上涨就是市场需求增长的直接表现，
“本
轮房价上涨应该是刚需和投资的叠加效应，并且这种
效应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西宁的楼市交易火爆，这些新
房主到底是谁呢？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州县群众
一直都是省城购房的主力军。城东
区一楼盘销售中心工作人员说，他
们小区的买主多数是州县群众，这
些消费群体大多喜欢大户型，因为
可以解决一大家人的住房问题。
在青海省，
西宁市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城市，
宜居的环境，
便捷的生活，
让州县群众纷纷落户西宁。海北州
西海镇居民王先生表示，
他们那里的
人几乎在西宁都有房子，
“每到周末，
西海镇就会变成一座空城，
因为这里
的人都到西宁过周末去了。
”
除了州县，海东市群众前来西
宁购房的也越来越多，以前业界普
遍认为，就气候条件而言，海东要比
西宁更好一些，海东人一般不会在
西宁买房。然而，这种观点并不成
立，因为毕竟省城生活更加便利，海
东人也成为在西宁购房的生力军。

来自平安区的赵女士表示，
西宁
距离平安很近，交通也很方便，在西
宁买房并不影响自己在平安工作。
乐都区的李先生早些年就在西宁南
山路买了房子，
“周末孩子要在西宁
补课，
所以当时咬咬牙就在西宁买了
房，
没想到几年下来房子还增值了。
”
同时，投资也是不少市民买房
的初衷。市民张女士表示，自己身

房子都卖给了谁
边不少朋友都在西宁买了四五套房
子，并且都升值了，所以她决定再买
一套。据介绍，张女士目前已有两
套房子，因为担心手里的现金贬值，
才下手买房。
改善型购房者群体也不可小
觑，尤其是二胎爸爸妈妈们，小房换
大房，或者购买更大的房子成为当
下最为迫切的事。市民秋女士去年
生下二胎后，就一直在西宁市各楼

盘转悠，她家现有的房子为两居室，
姑娘大了要自己一间，自己和老公
以及二孩公用一间，家里瞬间变得
不够用，这还没有考虑父母来照看
孩子住哪儿的问题，因此她需要选
择一处三居室或四居室的房子。市
民孙先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两
胎都是男孩，以小换大已经解决不
了未来住房问题了，只能“另起炉
灶”买新房子，
“ 最起码要给每个孩
子各准备一套，这还没有我们老两
口住的地方，
觉得压力好大。”
近年来，随着投资环境越来越
好，前来做生意的外地人增多，租房
不如买房，并且买房后还能解决孩
子的户口以及入学问题，这部分人
也是在西宁买房的主力。
“我刚在香
格里拉小区买的房子，以前每年的
房租也要几万元，并且孩子也到了
要上学的年龄，还是买套房子把户
口迁过来比较稳妥。”来自河北、在
西宁做汽配生意的唐女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