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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7月，国家取消福利住
房分配政策，实行住房分配货币
化。自此，中国商品房价格开始跨
越式狂飙。多少人感慨，十几年前
不买房，十几年后买不起房。

在西宁居住的市民都知道，在
这十几年时间里，西宁房价持续上
涨。但是究竟涨了多少？可能大
家没有细致地计算过。今天我们
来追溯一下13年前，西宁商品住宅
市场的情况，看看那时的房子房价
是多少。

13年前，应该是 2006年，据拓
虎房地产数据研究中心粗略统计，
那一年西宁市一共卖了13517套房
子，差不多是2018年商品住宅成交

的三分之一。与现
在西宁商品房住宅
市场相相似的是，商
品住宅产品面积都
是以90-144m2为主。

那一年，西宁市
商品住宅销售均价大约

为 1900 元/m2。与 2018 年
西宁商品住宅销售均价 6600元/

m2 相比，均价价格差为 4700 元/
m2。换个思路，以 90m2 的房子为
例，13年前房子总价大概为17.1万
元，13年后，同样90m2的房子，总价
已经达到 59.4万元，总价价格差为
42.3万元。也就是说，购房者如果
在2006年买了这套房，就相当于赚
了42.3万元。

回眸 13年前西宁的商品住宅
市场，那还是青海本土房企的天
下，整体市场并不成熟，市场竞争
也不激烈。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购
房者，都在摸索的道路上。

2006年，城西区还是市场上的
“扛把子”，无论是销售量还是价格

都占据市场高位。那时，海湖新区
还未诞生。西宁的新区只有城南
和经济开发区，由于新区区域发展
滞后，因此房子量价都不理想。而
那时的城中区，凭着中心区域发展
的优势和完善的配套，高层已拔地
而起，房价在当时也是西宁商品住
宅市场中的最高价格。至于那一
年的城北区和城东区，产品走量虽
然不错，但城北区的房价却在各区
中排最低。今时不同往日，城北区
凭着生态关键词，房价近年来，大
扭转，9000 元/m2 的均价已经不足
为奇。

想必，2006年的低房价对所有
西宁人都充满了吸引力，但时光
无法倒退。如今，西宁购房者的购
房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购房，
不仅是为了满足居住的刚性需
求，更是一种幸福感的象征。所
以，在房价不断上涨的今天，能拥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尤其是一
套品牌房企开发的房子，是一件幸
福的事。

6月 10日，龙湖、招商蛇口、
绿地香港等多家房地产企业公
布 5月份销售业绩。综合来看，
1-5 月份房企销售业绩稳步增
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两
极趋势加剧。

10日晚间，龙湖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截至 2019
年 5月，集团累计实现合同销售
金额人民币 841.9 亿元，同比微
涨10.6%；合同销售面积525.2万
平方米。同日，招商局蛇口工业
披露 5 月单月实现签约销售金
额 170.56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67.00%。此外，绿地香港公布前
五个月合约销售约为 216.14 亿
元，同比增长90.16%。

今 年 5 月 ， 在 地 方 城 市
“以稳为主”房地产调控政策基
调指引下，市场保持稳定预
期。同时，加上假期因素，以
及房地产企业普遍推出的营销
策略，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稳
步增长。综合 1-5 月，百强房
企中有 95 家销售额突破百亿，

房地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升，两极趋势加剧。

中国指数

研究院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从 销 售 额 来 看 ， 2019 年 1- 5
月，房企销售额超过百亿的企
业均值为423.5亿元，前十房企
销售业绩同比增长16.4%，单月
环比增长 7.8%，头部效应日趋
明显。碧桂园、万科、恒大销
售额均超 2000亿元规模。其中
碧桂园销售额高达 3100 亿元；
保利、融创、绿地、中海等房
企销售额超 1000亿元规模位列
第二阵营。

“随着房企竞争不断加剧，
2019年1-5月，百强房企各梯队
的销售额门槛持续提升，百强企
业超级阵营形成，千亿阵营大幅
扩容”，中指院相关负责人指出。

从 销 售 面 积 来 看 ， 1- 5
月，部分中西部、长三角区域
房企表现突出，通过城市深
耕，把握市场需求，持续提升
产品品质和服务，实现了销售
规模的稳步增长。

“5 月房企营销力度有所加
大，普遍折扣在 9折以上。同时
实物赠送多样化，企业通过送产
权车位或物业费来吸引客户。”
克而瑞地产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考虑到 6
月是企业半年
度节点，不少企
业为冲业绩或会加
大推货量、增加折扣
力度，预计会有更多营
销活动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
5 月，房企销售业绩再上台
阶，但整体趋于稳健。随着行
业发展战略逐渐转变，房企从
规模高速扩张到规模与质量并
重，在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实现
运营效率的有效提升。

“房企之间的规模竞争仍
将持续，其在规模扩张的同
时，更应关注企业现金流的稳
定性，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中指院分析人士认为，“2019
年房地产市场以稳为主，在市
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
下，房地产企业应优化运
营能力，在保证企业稳步
扩张的同时降低杠杆
率，综合提升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

（来源：《经
济参考报》）

13年前的西宁房价是多少
□ 时报记者 吴雨 通讯员 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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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刚大学毕业工作不到一
年，准备用公积金贷款买房的王华去
银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果却被
拒绝了。用公积金贷款买房显然比用
商业贷款买房更省钱。那么，王华为
什么被银行拒绝呢？市民想要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以及
有哪些限制呢？

据海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王华被银行拒绝是情理之中
的事，因为王华并不符合公积金贷款申
请的必备条件，即 “职工所在单位和
本人按规定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1
年以上 （含 1年） ”。因此，虽然王华
每月缴纳公积金数额虽多，但并未交够
一年。工作人员介绍，公积金贷款申请
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贷款用途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

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专款专用，必须只
用于住房用途。

贷款条件
住房公积金缴存及时、连续并足额

缴交 6个月（含）以上，且所在单位不存
在欠缴情况；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到法定
退休年龄、具有稳定合法经济收入、具有
良好信用和还款意愿；

购房行为真实，具有合法有效的购
房合同（协议）和贷款抵押物；

借款人及配偶同意办理住房抵押登
记，能够提供《不动产登记证明》；

能够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如身份及
婚姻状况证明、购房合同（已备案）、房产
交易税票、房屋产权证、公积金缴存证明
及工资收入证明等；

借款人家庭没有尚未还清的住房公
积金债务或有可能影响公积金贷款偿还
的其他债务。

贷款限制
若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受理公积

金贷款申请：
已使用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住房公积

金贷款；
购买家庭第三套及以上普通商品住

房；
所购房屋主体尚未封顶；
尚有担保责任或有可能影响公积金

贷款偿还的其他债务；
信用卡尚存逾期金额；
个人商业贷款（含担保）连续逾期

10期（含）或累计16期（含）以上，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及信用卡连续逾期 5 期
（含）或累计9期（含）以上；

信用记录中有呆账、损失或贷款出
现逾期由担保人代还记录的；

因信用不良而被诉讼或仲裁，被法
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利用各种虚假材料骗取、
套取住房公积金的。

海东市住房公积金

贷款申请条件及限制
□ 时报记者 吴雨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