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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不牛 量价齐跌

去年周口中心城区
地产形势不堪回首
□记者 李国阁

本报讯 “全年销售一直不理想，甚至很
差，这种困难情况可以说是空前的。 ”这是
2021 年周口房地产市场的总体情况 ， 可业
内也有不少人议论，去年周口中心城区的房
地产销量与其他年份相比， 也不相上下，出
现如此困难的情况不知何故。 对此，记者进
行了采访和梳理。

周口市房产交易中心显示的数据是 ：
2021 年 1~12 月份办理商品房销售合同备案
16788 套 （其中住宅 14472 套 ， 商业 2316
间）。 商品房销售 189.75 万平方米 （其中住
宅：173.95 万平方米，商业 15.81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金额 108.48 亿元 （非住宅 11.24
亿元，住宅 97.24 亿元）。

2020 年商品房合同备案面积 175.28 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157.60 万平方米，非住宅
17.68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金额 106.94 亿
元 （其中住宅 92.45 亿元， 非住宅 14.49 亿
元）。

2019 年商品房销售合同备案 18473 套
（其中住宅 13727 套，商业 4746 间）。 商品房
销售 194.90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167.15 万平
方米，商业 27.75 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金额
125.66 亿元 （其中住宅 100.07 亿元 ， 商业
25.59 亿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21 年的住宅销
售额是 97.24 亿元，与前两年差不多，只是销
售均价在降低，降到了每平方米 5590.11 元，
2020 年、2019 年的销售均价依次为每平方米
5866.1 元、每平方米 5986.8 元。 三年来销售
均价在下降， 只是 2021 年下降幅度较大 ，
2021 年比 2019 年每平方米下降 396.69 元。

采访中得知，恒大的 3 个项目 2020 年成
交 4264 套住宅，当年没有备案，拖到 2021 年
才备案， 这充盈了周口中心城区 2021 年的
产量。 以每套 120 平方米计，4264 套住宅销
售面积是 51.16 万平方米；按 2021 年的销售
均价 5590.11 元推算，4264 套住宅销售价大
致是 28.6 亿元。 所以可以推算，2021 年周口
中心城区住宅销售金额是 68.64 亿元， 即是
70 亿元左右，这比 2019 年低了三成。

量价齐跌，周口中心城区房地产形势困
难有了答案。 裁员、降薪，置业顾问回家生孩
子等诸多新闻也就不难理解了。

□记者 李国阁 文/图

本报讯 一个项目在春节期间

销售 150套房， 这对于业内人士来
说肯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数字， 尤
其是对于目前极不景气的房地产市

场来说， 这个数字更加亮眼， 因为
周口中心城区 2021 年住宅销售量
仅 10208 套 （实际备案数）。 这个
成绩的取得者是周口建业城， 它是
中心城区虎年春节当之无愧的销售

红盘， 没有之一。
2 月 13 日上午， 坐落于周口

市八一大道与开元大道交会处的周

口建业城三期云境售楼中心， 客流
熙攘， 沙盘前围着不少看房的市
民， 洽谈区座无虚席， 置业顾问忙
着接待客户。 这种让人欣喜、 在其
他项目很难见到的场景， 对于建业
城的工作人员来说已很平常， 或者
说远不够热闹， 因为春节返乡购房
潮基本过去， 这里刚过去的热闹已
成为美好的回忆。

这个项目的春节购房季从腊月

二十开始，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 腊月二十至腊月二十八， 客户

日渐增多， 看房并与周边项目对
比； 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二， 客户
在家中思考评议； 正月初三至正月
十二， 客户再次造访售楼中心， 锁
定房源、 下订、 签约， 销售高潮叠
起。 正月十二之后， 随着返乡人员
逐渐踏上归途， 春节购房季明显退
潮。 “正月初三之后， 我们的项目
真正热闹起来， 一天需要接待 60
组左右的客户， 销售中心沙盘区、
洽谈区、 签约区及工地样板房和会
所内全是客户， 24 名置业顾问应
接不暇， 很难忙过来。 十几天来，
为了服务好客户， 大家放弃了休息
时间， 顾不上走亲戚。 高峰期一天
成交十几套房， 初十当天就成交了
21 套房。 即使如此， 今年春节的
销量比不上去年。” 置业顾问杨明
说起春节期间的战斗和战绩仍然一

脸兴奋。
按照建业城的区位， 其返乡购

房客户本应是商水籍， 其实他们仅
占了 6成， 其余是项城、 沈丘、 西
华、 太康等周口各县 （市） 的， 原
因是建业城的品质和配套像磁石一

样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户。

上午 11 时许， 记者随同看房
客户踏访建业城三期云境项目工

地。 阳光和煦， 春风拂面， 已竣工
交付的中央景观区十分静谧， 新植
的高大朴树、 桂花等绿植挂上百余
盏红灯笼， 节日的喜庆气氛扑面而
来， 偌大的景观区更祥和。 景观区
地面全是石材砖铺设， 砖缝线经纬
笔直， 做工讲究， 更可贵的是小桥
水溪周围的弧形地面， 所用的石材
砖全是订制购进， 砖自带弧面， 工
人按编号铺设施工， 最终砖缝线经
纬笔直， 减少了人工打磨， 观感自
然一流。 西侧是超大下沉式会所，
数千平方米的空间内有图书馆、 私
人影院、 健身房、 儿童生活馆等，
健身、 休闲一应俱全。

主景观区设计新颖 ， 做工讲
究， 楼间距超大， 会所功能完善，
让人顿感置身在郑州等大城市高档

社区 ， 而非我们在周口常见的社
区， 尊宠感、 幸福感油然而生。

周口建业城是建业嫡系高端产

品， 容积率 2.8， 现代简约美学建
筑设计， 高达 88米的超宽楼间距，
超一流的园林实景， 科学合理的户
型设计， 并且与周口万达广场一路
之隔， 社区内还有两个超大下沉式
会所为业主的品质生活护航……这
些， 都坚定了返乡人员的购房信
心。

20余天旺销 150套房

周口建业城虎年春节虎劲足

□记者 李国阁

“今年春节，周口中心城区房地产
市场销售比 2021 年平时增长了不少，
可是远比不上 2021 年春节期间的火
爆销售。 ”这是周口众多房地产项目
销售人员的普遍看法，他们也一致认
为在疫情管控的大形势下，取得如此
成绩已经不错，并且认为周口楼市向
好趋势明显，对虎年的房地产市场充
满期待。

就地过年是今年国内各省市提倡

的总基调，在如此大背景下作为劳务
输出大市的周口，返乡过年人员与以
住相比明显减少，可是随着疫情管控
政策的调整，节后也有一部分人员陆
续返乡，一部分有置业需求的人才相
继走进售楼部。

“往年正月初三各售楼部就热闹
了，今年延迟到初六、初七才热闹，热
闹程度也比不上往年，所以春节成交
量也比不上往年 ， 但每个项目每天
都有成交。 今年春节，周口建业城和
淮阳建业滨河院子销售仍然火爆 ，

是实至名归的红盘 ， 可是销量稍逊
牛年春节。 ”周口建业一位营销负责
人介绍。

“我们项目除夕至正月初六客户
较少，初七上班之后客户一下子多了
起来，每天有 7、8 组，到正月十四每天
至少成交一套房，有时成交更多，这比
2021 年平时的情况强多了。 ”周口永
威东棠项目营销经理郑芊芊对虎年春

节销售情况基本满意。 她认为，春江
水暖鸭先知，这说明周口楼市已开始
回暖，疫情和洪灾带来的影响正逐渐

消退，人们的消费心理正在改变，一切
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今年周口上半年
的房地产市场肯定会比去年下半年

强。
周口中心城区一家大品牌房地产

负责人说， 今年春节两个项目销售都
不理想，仅卖二、三套房，与牛年春节
相比天壤之别。 市委近日召开了市委
五届二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会
议提出周口建设 300 万以上人口的区
域性中心城市目标， 周口将迎来大的
发展机遇。

返乡人员少致成交量不如上年 周口楼市虎年春节销售———

建业城独树一帜的规划设计让市民青睐

建业城景观区一角

火火吗吗？？NNOO 差差吗吗？？基基本本可可以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