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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购房

5 月份二线城市

到了售楼部问什么

地价涨幅明显收窄
城市房地产市场出
现了“小阳春”，5 月
份地市热度虽仍有
所延续，但成交面积
环比增幅明显收
窄。
“ 预计下半年累
计成交面积同比增
速将小幅波动。尤
其是在当下仍较严厉
的政策环境下，预计未
来几个月 40 城地市将有所
降温。”
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厦
门、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和重
庆等前期热点二线城市地价反
弹较明显。王若辰表示，主要原
因是一方面因为房企资金面较
为宽松，第一季度发债融资量较
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开发商拿地
预 期 的 转 变 ，即 规 避 三 四 线 城
市，向一二线城市转移，同时一

线城市供地量又比较少，热点二
线城市成为首选的拿地对象。
但部分热点城市市场过热、
预期不稳等引起了监管部门高度
关注，
相关微调政策仍在陆续出
台。5 月份，
二线城市土地成交
面积及地价在“小阳春”的余
热下仍有小幅增大和上涨，
但增速回落，
涨幅收窄。
（来源：
《 经济参考
报》
）

西宁楼市

6 月 4 日，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发布《2019 年 5 月 40 城土地市场
报告》。该报告显示：5 月份土地
市场成交活跃，延续了 4 月份的
热度，不过受监测的 40 城整体地
价涨幅收窄明显。
其中，二线城市作为土地市
场的主要阵地，5 月份成交量价
尽 管 整 体 上 行 ，但 幅 度 均 在 收
窄。业内分析认为，这表明当前
土地市场热度虽在延续，但已经
减弱。
分不同城市来看，
5 月份一线
城市地价创下 2015 年 10 月份以
来的新低；二线城市成交面积环
比 增 长 3.4% ，地 价 环 比 上 涨
5.6%，
均明显收窄；
三线城市成交
面积环比增长 23.5%，
成交均价环
比上涨 20.4%，
地价异动主要由于
样本城市内部的结构性原因。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王
若辰表示：2019 年 1 季
度以来，部分

□ 时报记者 吴雨 通讯员 黎彤
过引进大型商超及知名消费品牌等，
弥补
城北中心区域大型商业发展的不足，
全面
提升城北中心区域的商业发展。
北山片区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宁市
北山脚下，兰西高速与青藏铁路交汇区，
总占地面积约 1140 亩。距离西宁火车
站约 3.2 公里、距离机场约 25 公里，被誉
为西宁门户项目。该项目打造的是以北
禅寺文化休闲公园为主的具有家居、商
业、办公、物流、居住等特色的功能区。
西宁市城中区
水井巷市场改造项目。该项目是西
宁市 2019 年重点推进项目之一，该项目
改造范围东至水井巷市场东侧，
西至水井
巷市场西侧，南至南关街水井巷市场南
口，
北至西大街水井巷市场北口。拆迁范
围为水井巷市场内沿街商铺、
大棚及大棚
下商铺、
光凯购物广场、
建行7层家属楼及
其附属设施。预计项目新建面积约51789
㎡，
其中地上37266㎡，
地下14523㎡。
西宁万科城项目。该项目是南川片
区发展的重点推进项目之一。项目毗邻
市民中心，周边交通条件便利。目前该
项目正在建设当中，项目示范区现已开
放，预计 6 月份开盘。
西宁市城东区
西宁市221厂开发建设项目。该项目
位于城东区德令哈路，
项目建设总建筑面

大多数新手购房者都是自己去售楼部了解房
屋情况。那么，在去售楼部咨询购房信息前，要提
前做好准备，到了售房部，要看关于房子的哪些信
息？咨询哪些问题呢？
房价
去售楼部咨询房屋信息时，大家关注的第一
个问题，就是房子的价格。通常，售楼部反馈给购
房者的房价包括，均价、单价以及总价。均价指的
是整个楼盘房屋的平均单价。而单价一般指的是
某一个户型或某一楼层的房屋单价。总价则指总
房款。由于户型、楼层、位置等因素有所不同，房
源的单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同一项目的房源，总
价甚至会相差几十万。
周边配套
了解过房价之后，需要对房屋所在小区的基
本情况，
再多一些了解。这里要提到的就是周边配
套，通常，周边配套主要包括交通配套、学校配套、
商业配套、医疗配套、金融配套、文化休闲配套等。
了解交通配套，首先要看看小区周围的地面交通，
其次是轨道交通，以及高速路口和街道等交通建
设，对自己居住后的行车路线有所了解。另外，要
看看小区周边有没有学校资源，包括哪些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中等。商业配套主要包括购物中心、
超市、商场、菜市场等，如果这类设施正在建，应了
解开业时间，
确保入住后不会影响生活需求。
交房时间
开发商通常在楼盘开盘时就已经开始预售
了，在售楼部一般也只能看到样板间，因此，在买
期房时，要问明白入住的时间和条件。入住时水、
电、网络等是否能正常使用，以及小区内保洁、绿
化、排污、照明、信报箱等设施是否能正常使用。
（来源：
时报资料室）

积为 60 万㎡。该片区
主要规划建设商业、
住
宅为一体的综合型商
住楼。辐射效应大，
带
动能力强。建好后，
可
极大程度地改善该片
区居住环境，
促进地块商业发展。
西宁市曹家寨片区开发建设项目。
该项目位于城东区八一路，规划建筑面
积约 120 万㎡。共分为 5 个地块，属住
宅、商业用地。该项目将打造较有规模
的特色商住中心。
西宁市创客天地项目。该项目位于
城东区滨河南路，占地面积 13.5 公顷。
项目将利用火车站中央活力区聚集效
应，拟建设以凝聚创业人才、服务创业为
宗旨的创业园。全力为创业者提供政
策、培训、指导等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
和支持，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具有一定
的积极作用。
西宁市傅东路十中地块项目。项目
位于城东区傅东路，总占地面积约为 100
亩。项目主要规划建设为商业、住宅为
一体的综合型商住楼。该项目建成后，
可提升傅东路周边居住环境，改善片区
房地产市场发展环境。
西宁市为民巷地块项目。项目主要
规划建设为商业、住宅为一体的综合型
商业综合体，总占地 136 亩，是目前西宁
城区少数的百亩大地。为民巷地块北临
滨河南路，南靠为民巷，西至共和路，东
至建国路，交通路网发达，通达性和昭示
性强。项目位于西宁市城东区建国路商

2019 青洽会房地产重点招商项目盘点
备受各界关注的第 20 届青洽会将
于 6 月 20 日-23 日在西宁召开。截至 5
月 17 日，已落实拟签约项目 112 项，签约
金额 645.67 亿元。房地产项目招商工作
是历届青洽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透
露，今年青洽会上，将有 13 个房地产重
点项目参展，主要分布于西宁城北区、城
东区、城中区，海东市以及贵德县等。
西宁市城北区
丁香粮油地块开发项目。该地块位
于城北区柴达木路片区，地块东至 12 米
规划路，西至铁路专用线，南至柴达木
路，北至 15 米规划路。地块紧邻海湖新
区，四周环绕恒大名都、金座呈璟、海湖
名扬小区等楼盘项目。该地块预开发规
模为 31 万㎡，将打造生活一站式商住综
合楼，提升柴达木路片区人居及商业环
境发展。据透露，该地块即将进行招拍
挂，引入国内知名房企进行开发。
门源路地块三期开发项目。该项目
位于西宁市城北区，
海湖大道东侧。东至
规划十四号路，南至小桥村空地，西至海
湖北路，北至沈那北巷。小桥大街、海湖
大道等城市主干道路分布其周围，
交通极
为便利。该地块总占地面积约为 271 亩，
将开发建筑面积约 70 万㎡商住综合体。
该项目引入国内知名房企，打造集居住、
商业、
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地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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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火车站新城区规划改造区域中，随着
火车站南片区改造，建国路沿线商业的
价值会被再次挖掘。此外，为民巷地块
对面即为西宁市火车站、汽车站，该地块
未来将是西宁对外进行城市特色展示的
重要窗口，
是西宁市的一张特色名片。
海东市
绿地海东城市空间站项目。海东河
湟新区作为西宁·海东都市圈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重要发展节点，拥有青海独有
的山水人文及历史遗存。此次世界 500
强企业绿地集团进驻海东河湟新区，开
发打造的空间站项目依靠新区湟水河柳
湾城市公园而建，
打造千亩生态大城。
海东平安区湟中路东西片区建设项
目。平安区位于省会西宁半小时经济辐
射圈内，区位优势突出，第三产业发展迅
速，享受国家棚户区相关政策及棚改补
助资金和基础设施资金。而湟中路东西
片区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2.67 公顷，
打造集住宅、商务、办公等于一体的城市
功能区。
贵德县
航空小镇项目。该项目将依托贵德
生态及文化优势，打造以优势资源为主
题引领特色的航空小镇。以航空保障及
运营作为基础性产业，以飞行服务和航
空保障为突破，构筑青海最大的通用航
空全方位飞行服务中心。以航空为媒
介，承接周边的外溢客流量基础上，导入
周边旅游资源及打造自身旅游品牌。形
成西北区域通航游客中转枢纽基地，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