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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房价行情网公布了
2019 年 7 月份全国城市房价排行
（住宅）榜单，西宁市以 8760 元/m2

的均价排在江门之后，位居第 91
名，已挤进该排行榜单前100席。

据拓虎房地产数据研究中心
调研结果显示，刚过去的 8月份西
宁市商品住宅市场基本保持平稳
增长的态势，与 7月份市场均价相
比，略微上下浮动，增速较缓，多数
房企仍保持着 7月份的销售均价，
红星·天铂、香格里拉这两家房企
在8月份的销售均价略有上浮。此
外，8月份西宁市只有城北区西矿
世席白鹭洲一个项目开盘。

8月份，该中心对西宁市 46家
主要在售住宅楼盘进行调研统计，
目前，这46家在售住宅楼盘销售均
价约为 9064 元/m2（此销售均价不
代表西宁市商品住宅整体销售均

价），与7月份销售均价基本持平。
其中，城北区统计在售楼盘有

11个，整体均价约为 8320元/m2，区
域成交热点主要集中在北川片区。
其中碧桂园·御川府在本月销售均
价略有下调，威隆太阳城加推二期
新品，西矿世席白鹭洲于本月开盘。

城东区统计在售楼盘有10个，
整体销售均价约为 8362 元/m2，基
本保持 7月份的销售均价，除了东
城家园和广汇·九锦园的商品住宅
销售均价较上月有所增长，本月暂
无新盘入市。

经济开发区统计楼盘有 3个，
销售均价约为6690元/m2，销售均价
与上月保持一致，并无任何任何价
格浮动，总的来说，在新城吾悦广场
的带动下，成交率比上月明显提高。

城南新区统计在售楼盘有 6
个，整体销售均价约为 6317元/m2，

区域内暂无新盘涌现，销售均价与
上月保持一致，并无较大浮动。

城中区统计在售楼盘有3个，目
前整个城中区楼市依旧是三足鼎立
的局面，三大楼盘争锋相对，除了西
宁万科城销售均价不变之外，红星·
天铂和香格里拉城市花园本月销售
价格均有上涨，整体销售均价约为
10900元/m2，南川片区已成为大家争
相参与的购房热区，即使房价在持续
上升，成交量也是有增无减。

城西统计在售楼盘有 5个，整
体市场房价是目前西宁市房价的天
花板，凭借区域地理优势及配套优
势，区域销售均价达到14200元/m2，
本月暂无新盘上市。

8月海湖新区统计在售楼盘有
8个，销售均价约为 11200元/m2，与
上月基本持平，各楼市销售均价与
上月相比并无变化。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近日
发布 8 月百城二手住宅市场均价
报告。2019 年 8 月，100 个重点城
市二手住宅市场均价为 15052元/
平方米，环比上涨 0.11%，百城二
手住宅市场均价持续上涨。其中，
一线城市环比跌 0.96%，跌幅扩
大；二线城市环比跌 0.20%；三四
线城市环比上涨0.64%。

从涨跌城市数量来看，二手住
宅市场均价上涨城市 62 个，平均
涨幅 0.96%，涨幅环比上月收窄；
下跌城市 37 个，平均下跌 0.84%；
持平城市1个。

分城市等级来看，一线城市中

深 圳 市 场 均 价 环 比 下 跌
0.96%，北京、上海、广州全面
下跌；二线城市中 17个城市上
涨，16个城市下跌；而三四线城
市中，有 19 个城市下跌，45 个城
市上涨。

涨幅前三城市依次为临沂环
比上涨 4.69%、泰州上涨 4.03%、嘉
兴上涨 3.92%。除了泰州外，连云
港上涨3.57%、南通上涨3.12%、徐
州上涨2.93%。

跌幅前三城市依次为金
华环比下跌 4.12%、长沙下
跌2.77%、湖州下跌2.25%。

（来源：《扬子晚报》）

□时报记者 吴雨 通讯员 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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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月向来是房地产行业中的
购房旺季。那么作为购房者，当遇到感
觉不错的房源准备出手时，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规避哪些购房风险呢？

选择合适的区域
结合工作地点、生活及社交辐射圈、

子女教育、医疗等因素，确定合适生活或
适合投资的区域。当区域价值已经存在
或即将兑现，购房者放弃其他资源也未
尝不可，因为优质区域未来的发展，能够
弥补购房者当下的损失。

选择品牌房企
优先考虑一线房企，因为，无论是资

金实力、建筑质量还是环境打造，一线房
企都具备优势。不知名的小型房企，资金
断裂，老板跑路的风险大，大型开发商拥
有着比较雄厚的资金链，基本不会发生烂
尾的情况。此外，品牌房企打造的房屋，
质量更值得信赖。因为，品牌房企更注重
自身的口碑，房屋质量在其口碑塑造方面
则是重中之重，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会严把
质量关；偷工减料、追逐利益最大化是一
些不良小型开发商在开发项目时的一锤
子买卖，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不出问题，但
是时间一久，业主就会发现问题，到那时，
业主都不晓得去哪里找开发商。

看房先看房型
房型包含户型、面积、楼层等因素。

刚需房通常是 80-90m2 的两室一厅户
型，能满足三口之家基本生活需求；改善
型户型，一般是 120m2左右的四居室，能
满足三代同堂的需求。户型简洁方正无
浪费、赠送空间大、得房率高、南北通透
为佳。其他像通风、采光、户型方正甚至
风水等因素，也需要慎重考虑。

查看房产五证
在购房前，购房者必须查看开发商

的五证。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销售
预售许可证》。五证不全的情况之下所
签订的购房合同均为无效合同。

注意合同条款
购房者应仔细查看购房合同中的具

体内容，要特别注意双方所填写的条款
内容关于权利与义务方面，是否公平对
等。例如，可以约定开发商在没有按照
规定时间交房的情况下，应赔付的比例
是多少，延迟的比例达到多少时，购房者
可以选择退房。另外，要将购房合同条
款中存在的空白栏划掉。对补充合同的
条款内容要做到心中有数。

注意付款方式
付款时，应将付款条约在合同中进

行规定，建议以转账的方式进行支付款
项，同时将转账凭证保存好。此外，应预
备3个月到5个月的房贷储备金，还需要
准备额外的新房契税、印花税、产权代办
和房屋登记费等税费支出和前期的物业
费、初装费、面积补差费等费用。

确定交房时间
大多数开发商标明的交房时间并不

清晰，所以，应在购房合同中
明确具体的交房时间，最好具
体到几月几号。

（来源：时报资料室）

“金九银十”购房季

购房应注意这些问题

最近，央行发布《关于新发放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的
公告》。改革后，新发放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
应期限的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形
成，公告同时明确，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政策暂不调整。中央
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曾在
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明确“公积金贷
款利率暂不调整”。

在该公众号上可以查询到，首
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1-5年期
为 2.75%，6-30年为 3.25%；二套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1-5 年期的是
3.025%，6-30年期的是3.575%。

央行公告明确，首套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
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套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
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60个基
点。2019年10月8日前，已发放的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和已签订合
同但未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暂不调整。

8 月 20 日发布的新 LPR 中，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4.25%，5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 4.85%。
由于大部分个人房贷期限都在5年
以上，因此按照央行公告，新发放
商业性个人房贷，首套利率应该不
得 低 于 4.85% ，二 套 不 得 低 于

5.45%。不论从哪个角度，商业性
房贷利率都比公积金贷款利率高
很多。

央行称，调整新发放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是为了坚决贯彻
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和房地产市场长效管理
机制，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形成机制过程中，确保区
域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效实施，
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基本
稳定，维护借贷双方合法权益。业
内人士认为，新政出台后，个人房
贷利率将保持平稳，不会下降但也
不会明显上涨。

（来源：《北京青年报》）

公积金贷款利率暂不调整

8月西宁市各楼盘房价出炉

均价稳中有涨均价稳中有涨
88月百城二手房月百城二手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