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7 月 9 日，贵阳市公共资源交

易监管网发布公告称，花溪区文化小镇棚

户区改造项目一期、二期已经开始公开招

标，采购预算合计约为 46.8亿元。

公告显示，文化小镇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采购预算约 23.34 亿元， 最高限

价约 23.34亿元。 文化小镇棚户区改造项

目（二期）采购预算约 23.44 亿元，最高

限价约 23.44亿元。

据早前贵州省政府采购网发布的公

示，该项目一期位于青岩镇桐惠路北部环

线以南，田园南路两侧；项目地块用地面

积约 8500 亩， 拟改造棚户区涉及居民拆

迁户数约 855 户，征收面积约 20.52 万平

方米。 项目二期位于青岩镇桐惠路以南区

域，田园南路两侧；项目地块用地面积约

8500 亩，拟征收户数约为 995 户，征收面

积约 22.87万平方米。 该项目的中标服务

商需全面负责项目使用资金，还将负责项

目征地、拆迁及安置工作。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拟改造棚户区

涉及 1800余户人家

7月 9日，融 360发布的 6月全

国房贷监测数据显示，6 月全国首

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64%，相当

于基准利率 1.151 倍，环比 5 月上

升 0.71%，为 2017年 1月以来连续

18 个月上涨， 同比去年 6 月首套

房贷利率 4.89%，上升 15.34%。 在

35 个监测城市中， 首套房贷平均

利率最低为上海，哈尔滨、郑州、武

汉、东莞突破 6%。

以最新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

率 5.64%贷款 100 万元、30 年等额

本息还款计算， 总支付利息约为

107.50 万元，要比去年同期累计多

还 16.7 万的利息。 融 360 分析师

建议，刚需购房者买房前要充分了

解银行房贷政策， 做好资金预算，

量入为出。

目前全国地区银行正常放宽利

率多以基准上浮为主，具体上浮水

平仍因个人资质及银行而异。

具体来看，6 月全国 533 家银

行分(支)行中，有 169 家银行首套

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10%；164 家银

行首套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15%；

116 家银行首套执行基准利率上

浮 20%；25 家银行首套执行基准

利率上浮 25%；16 家银行首套执

行基准利率上浮 30%，本月执行基

准上浮 20%及以上银行数增多。

6 月 19 家主要银行首套房贷

利率最低为基准 1.088 倍，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国有四大行首套房贷利率已较基

准利率上浮 15.2%水平。

6 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仍保持上涨趋势，一线城市基本

保持平稳，二线城市整体利率涨幅

呈现回落。

6 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首套

房平均利率保持平稳，处于 5.16%

-5.57%区间，北京为 5.47%、上海

为 5.16%、 广州为 5.57%、 深圳为

5.51%，均较上月小幅上涨。

以北京地区为例，融 360 检测

的 30家银行中，招商银行、兴业银

行等 22 家银行执行基准上浮

10%；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及浦发银

行执行基准上浮 15%； 光大银行、

东亚银行执行基准上浮 20%。仅有

一家银行停贷。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仅上海地

区个别银行仍可申请首套房贷优

惠利率， 有 6 家银行可以申请

9-9.6折优惠利率。

另外， 首套房利率超 6%的城

市达到了 4 个，东莞达 6.13%高居

全国榜首，紧随其后的分别为武汉

6.06%、郑州 6.03%、哈尔滨 6.00%。

自去年以来，各地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不断升级， 尤其今年，各

地调控政策更是层层加码，6 月

份， 楼市调控政策仍在陆续出台，

西安、长沙、杭州等地还针对企事

业单位提出“限购” 措施，抑制房

价上涨过快苗头。 58 安居客房产

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此前对

《证券日报》指出，今年以来，全国

各地出台的有关房地产市场调控

政策就已接近 200次。

融 360 预测，下半年房产市场

调控将会进一步扩大并趋严。房产

将成为民生重地及投机禁地，不良

房企及相关产业寒冬初至，或将面

临较大生存危机。

对于买房人来说，首套房贷利

率一年上涨幅度超 15%，还款的压

力依然很大，未来房贷利率是否还

会上涨？融 360分析，未来时间内，

在整体经济形势未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下，整体房贷利率仍保持上

升趋势，首二套利率差值在收窄后

将会趋于平稳。

据中新社

本报讯 7 月 10 日，贵阳市城乡规划

局发布了 《贵阳市老城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14-03-08及 22-06-21等地块（钢窗

厂及贵酒厂）规划条件调整公示，南明区

钢窗厂及贵酒厂两个地块拟调整为人民

大道项目回迁安置房用地。

据了解，拟调整钢窗厂地块位于贵惠

路与浣纱路交汇处东北侧，为南明区 2014

年非集中成片改造项目之一，贵阳酒厂地

块位于省体育馆西南侧，用地面积约 2.85

公顷。

其中，钢窗厂地块拟调整为：用地面

积约 0.71 公顷；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容

积率≤3.5， 建筑密度≤30%， 绿地率≥

30%，建筑限高 100 米；地块南侧沿贵惠路

道路红线退让 20米作为公共绿地（用地

面积≥600 平方米），对公众开放；地块南

侧建筑布局满足南明河一级通风廊道控

制要求；其余规划指标参照相关技术规范

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贵阳酒厂地块拟调整为：用地面积约

2.12 公顷；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容积

率≤3.5，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

建筑限高 100 米；临主要城市道路布置公

共开敞空间（面积≥2500 平方米）；配建

幼儿园不小于 6 班；其余规划指标参照相

关技术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本报讯 7 月 10 日，贵阳市公共资源

交易监管网发布公告称将出让 6 宗地，这

6 宗地位于开阳县和息烽县，总出让面积

为 288774.6 平米，土地用途包括商业、商

住、工业、加油加气等。

据悉， 此次发布的筑公资告〔2018〕

地字第 038 号出让公告出让宗地为 KY

〔18〕001—004号，共计 4宗地。其中，KY

〔18〕001—002 号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

均为 40年。

筑公资告〔2018〕地字第 039 号挂牌

出让公告出让宗地编号为 XF〔18〕008—

009号，共计 2宗地。两个地块都坐落于息

烽县永靖镇永红村。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中国中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世界 500 强———中国中铁旗下

属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50 亿元

人民币。 公司具有房地产开发、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物业服务

管理一级资质。 经营范围包括：房

地产开发、城市综合运营、建筑施

工、物业管理、商业运营及相关服

务。

中国中铁置业集团贵州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8年，注册资金 2.1

亿元。 目前贵阳在开发项目中铁·

逸都国际、中铁阅山湖及遵义中铁

共青湖， 总开发面积 639 万平米；

下半年中铁·逸都国际收官组团 G

组团将入市销售，阅山湖项目 D 组

团别墅也将入市。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近两年

来，贵阳市相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楼

市新政，这些楼市政策的出台本是

要保证“人们生活有所居” ，目前

房价的增长，则让部分刚需的年轻

用户离买房更远了一步。 虽然有政

策调控，但另一方面随着贵阳产业

发展，城镇化步伐推进，“贵漂” 涌

入， 夏季前来贵阳避暑人口的增

加，住房需求也将随之增多，市场

的无形之手可能会带动价格的增

长。

对本地的房地产商来说，此

次新政对商品住房的销售影响不

大，从今年楼盘现场接待情况看，

该买房的依然去看房， 该销售的

还是照样卖。 今年房价经过这轮

上涨后，目前进入了一个平稳期，

这也是刚需用户的最佳购买时

期。 但从此次出台的政策可以看

出， 政府想要控制贵阳房价的上

升速度，让增速放缓，所以刚需用

户不应观望犹豫。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政府相关

部门已经明确要加大房地产市场

整治力度。 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

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

进行预售， 不得以认购、 预订、排

号、发放 VIP 卡等方式向买受人收

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性质

的费用。 按照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商

品房买卖合同》 示范文本要求；双

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购房合同原件份数，并在签订合同

时认真核对，以确保各份合同内容

一致；合同签订后，在任何情况下，

买受人都应当至少持有一份合同

原件。

该负责人对此届房交会充满

了信心和期待，他表示，许多知名

的房地产商都会参加，一是可以扩

大知名度， 二是可以增加销售额。

当然参加房交会如果单纯为了卖

房，参加房交会意义不大，但是为

了展示楼盘形象和品牌，就必须参

加房交会，而且要重金投入参加房

交会。 房交会想要更好的服务群众

和开发商，就需要政府和各个房开

商更好的去配合，做好前期筹备工

作， 房开商真正的为群众考虑，政

府也真正的为房开商考虑，让房开

商在卖房子的同时增加项目知名

度与美誉度。

本报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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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房交会 参展房企巡礼

阳光城：打造高新区公寓新标杆

2018年 4月，阳光城集团在贵

阳首个项目落地贵阳市高新区黔

灵山路中段，项目“阳光城·启航

中心”正式对外公布。

据了解， 阳光城·启航中心项

目位于贵阳黔灵山路中段的高新

区下坝山路 32 号， 项目与贵阳日

报传媒集团联合建设，项目总建筑

面积 23 万平米， 主要以 LOFT 公

寓、 集中商业等建筑组合为主，项

目建成后，将填补高新区在高端城

市综合体的空白，同时项目也将成

为贵阳北站商圈又一高端综合性

城市配套。

阳光城集团是阳光城控股投

资，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全国化

品牌企业， 业务涵盖地产开发、商

业运营、物业服务以及幼儿教育的

投资和运营管理四大领域。 集团

1995 年始创于福州，2012 年管理

总部迁至上海，阳光城集团凭借快

速提升的企业综合实力及品牌价

值， 位列 2016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

业 500强前 20位。

2015年，阳光城重点布局集中

在长三角和福建两地， 从 2016 年

开始，阳光城开始加速其扩张的步

伐，战略布局从原有的“2+X” 升

级为“3+X” ，进而优化“3+1+X”

战略，将津京冀和珠三角区域相继

纳入其版图。2016年阳光城总裁张

海民曾透露，当前阳光城整体战略

是进入 20 个城市。 截止到 2017

年，阳光城已经进入了 16 个城市，

而到了 2018 年， 贵阳则是阳光城

将要进入的最后 4 个目标城市之

一。 而根据最新的《阳光城新区域

招聘计划》显示，阳光城将为 20个

新建区域招兵买马， 其中包括贵

阳、昆明等西南区域城市，再加上

之前的成都，这意味着，阳光城扩

张进一步加大， 全面布局西南板

块。

作为闽系房企的代表，阳光城

仅用了 4� 年的时间便成功进入了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

区，布局范围逐步走向全国，维持

了较快的项目拓展速度。 截止到

2017 年 6�月， 公司在手项目总规

划建筑面积为 2596 万方， 未结算

土地储备规模为 2078�万方。 从土

地获取方式来看， 从 15 年开始随

着土地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公司开

始尝试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取资源，

最近两年通过收购方式获取的土

地资源面积占比都在 80%以上，迅

速扩大了土地储备规模。

从产品类型上来看，贵阳阳光

城所开发的产品定位于高端的城

市综合体， 其主要产品是公寓，集

团入住贵阳的首个项目位于高新

区的核心位置， 紧邻贵阳北站，区

位优势明显，和周边类似的产品相

比，阳光城产品无疑是一个很好的

补充，再加上产品档次较高，无疑

会大大带动贵阳北站周边商圈的

商业地产特别是公寓类产品的档

次提升，而公寓类产品宜商宜住宜

投资的属性，也更加凸显了产品的

稀缺性，在未来，阳光城·启航中心

无疑会成为高新区的人才、 资源、

技术、交通优势的有效载体。

中铁置业：刚需用户 不宜观望犹豫

★房产资讯

钢窗厂酒厂片区

拟建人民大道安置房

开阳县和息烽县

共 6宗土地出让

全国房贷利率连涨 18个月

贷款 100万元，要多还 16万元利息

花溪青岩将建文化小镇

阳光城·启航中心效果图

中铁阅山湖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