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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新政持续发酵 天津楼市迅速升温

“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发布后，天津从市中心到远郊区楼市全面升温，“新天津人” 全城抢购“小户型”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5

月的天津，气温一天一天升高，天

津的楼市也受人才引进落户政策的推动

火热起来。

5

月

16

日，天津发布“海河英才”行

动计划，推出引领高层次创新人才、扶持

高层次产业人才等八条人才新政。其中，

放宽人才落户条件的新规尤为引人注

目， 吸引了近百万人在一周内前往咨询

落户，人们甚至不惜彻夜排队。

数据显示，

5

月天津新房市场整体

供应量相比前两个月有了显著提升，尤

其是后两周，均为近期小高峰。成交量方

面，前三周起色并不大，最后一周迎来小

爆发，环比涨幅超过

100%

，使得月度整

体成交量有了明显提振。

天津按区县大致分三个板块： 第一

个板块市内六区包括和平区、河西区、南

开区、河东区、河北区和红桥区；第二个

板块是环城四区，包括东丽区、津南区、

西青区、 北辰区； 第三个板块是远郊五

县，包括武清、宝坻、蓟县、静海、宁河。落

户新政落地即将满月， 对天津楼市到底

有多大带动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分别选

取了三个板块的不同楼盘，实地探访，体

验楼市“温度”。

落户新政引楼市突变

房价开启上涨模式

6

月

3

日是一个闷热的周末。坐落

在天津河西区的中国北方人才市场，

这里是想要办理天津落户的第一站。

或许因为现在办理存档需要预约的原

因， 相比

5

月下旬人才落户新政刚出

来时熙熙攘攘热火朝天的景象， 现场

冷清了不少。

即便如此， 房产销售仍瞄准了这

些目标群体。

9

时许，多家楼盘的销售

人员早已开工散发宣传页了。 其中一

位销售顾问花了

10

多分钟时间说服

记者随他前往售楼处看房。 阳光

100

喜马拉雅项目，离北方人才市场

10

分

钟车程，在市内六区之一的南开区，是

一处居住型公寓。 前一天项目已开盘，

但清早一层大厅可落座的地方都有购

房者在咨询。

项目地处黄金地段，周边配套齐全，

步行

200

米左右，地铁站、三甲医院、超

市、农贸市场均可到达，离南开大学、天

津大学也不超过

1

公里。 附近的华夏小

学，也算重点小学。

“很多考虑落户天津的人，因为两年

之内不把集体户口落到房子上可能就要

返回原籍，所以市场价格会涨起来。 ”记

者在现场听到有购房者在预判房价，他

们交谈中说道，武清区因为靠近北京，近

段时间很多楼盘一夜之间涨价两三千。

售楼处的销售人员李先生向记者透

露了一些门道：“武清区在人才新政出来

前，每个楼盘每天也就卖出三四套，近段

时间每天能卖

100

多套。 房价涨幅也很

明显， 比如房子每平方米备案价是

2

万

元，开发商此前促销卖

1.5

万元，人才新

政后，房子都顶着备案价卖，其实就是变

相涨价。 ”

6

月

3

日晚

7

点过后， 喜马拉雅项

目也将涨价。 记者在销售人员的手机中

看到了

6

月

2

日晚公司下发的文件，开

盘优惠政策延期至

6

月

3

日晚

7

点，过

时成交房源均需收回开盘九八折及直减

10

万元房款优惠。 也就是说，第二天再

想买就要多花

15

万元左右。

记者走访的多个楼盘均出现涨价

情况。

“落户新政出来以后两周时间，基本

卖了

10

栋楼。基本上把能卖的房子都卖

掉了。”天津静海区富力新城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

5

月

16

日天津公布人才引进政

策当天，该项目就卖了

80

套，第二天卖

了

100

多套，第三天卖了

300

多套。该项

目

5

月份销售额

9.7

亿元， 而

6

月的销

售目标是

8

亿元。

6

月

3

日，并非该项目开盘的日子，

但现场看盘的人络绎不绝。

“现在没房，要是有房还是会被抢购

一空。现在没房还这么多人来看，有房的

时候根本没时间细看， 销售顾问也没工

夫给客户讲解，马上就得定。 ”该项目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 落户政策出台当天该

项目高层住宅均价每平方米

8800

元，现

在均价

1

万元左右。

“其实不是房子涨得快，主要是卖得

快。 房子卖得多，不涨价都不合适。卖得

越多涨得越快。 本来这个涨幅需要

2

个

月左右，现在

10

天就涨到了。”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

“新天津人”

全城抢购“小户型”

位于天津市第一梯队的南开区喜马

拉雅项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该项目共

238

套，

6

月

2

日开盘推出

180

套。 主要

是

47

平方米至

140

平方米的户型，开盘

当天

47

平方米的户型就卖完了，

59

平

方米户型还剩几套朝向不好的， 小户型

几乎一扫而光。

47

平方米户型总价

200

万元左右，

项目带精装修， 首付合计

80

万元左右。

109

平方米的户型，总价近

400

万元，首

付在

150

万元

~200

万元。新落户的购房

者大多考虑小户型。 李先生描述着小户

型供不应求的情况，“开盘前一天就认购

了

32

套，全是从北京、河北过来的，直接

交钱。 昨天一个北京来的客户，看好

14

楼一个

47

平方米户型的房子，接着给老

婆打电话汇报， 简单汇报完看好的房已

经被卖掉了。 ”

记者看到， 售楼处挂在墙上的房源

信息榜， 卖掉的房子房号被撕掉替换上

售罄的字样。

47

平方米的房子全部售

罄，还在售的基本都是大户型。

天津站往南

40

公里外的团泊湖，位

于天津第三梯队的静海区， 周末在不堵

车的情况下开车

40

多分钟可达，这里有

大量楼盘在售。

“团泊湖是天津离市区最近的湖，水

域面积相当于

13

个杭州西湖那么大。 ”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这里虽然离市区远，

但正因如此，周围没有工业和污染源，被

视为天津的“绿肺”。

6

月

3

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团泊

镇， 不时就能看到穿着工装的楼盘销售

人员，高举着“首付

30

万就能买房”的广

告牌，散发楼盘宣传页，团泊湖周边的项

目，高层、洋房、别墅一应俱全。

在团泊湖东区随处可以看到塔吊

正在作业， 坐落在这里的是富力新城。

不等记者发言，销售人员主动说，“现在

只剩几套

100

多平方米的大户型了。 想

买小户型要等下次开盘，等拿到销售许

可证开盘至少还要等

10

天。 这次开盘

房源充足，但是等房的人很多。 现在项

目有

40

多个销售顾问， 每个销售顾问

至少有七八个准备买房的客户，都是奔

小户型去的。 ”

一销售人员解释，“

5

月下旬以来已

经卖出

1000

多套房，大多是因为落户来

买小户型住宅的，不只是我们项目，天津

其他项目小户型也没房。 ”

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十多位看房

者，大多是小户型需求型。

位于团泊湖西区的愉景城， 由于周

边配套相对团泊湖东区的富力新城更齐

全，均价略高，在

1.2

万元左右，项目有

5

栋高层住宅， 也只剩上百平方米的大户

型在售了。

已落户者主动加价购房

“准”落户者先定房再迁户

已经是周末的傍晚时分， 位于天津

市河东区的融科·瀚棠售楼处依旧热闹，

现场有不少拖家带口的看房者。

带着老人孩子一家

5

口看房的王先

生告诉记者， 他是凭资格型人才刚落户

天津， 考虑孩子上学问题， 想在市区买

房。王先生说，就在记者到达该项目之前

没多久， 有两家也是刚落户的购房者在

竞购同一套房。该楼盘均价在

3.3

万元

~

3.4

万元，

80

多平方米的户型总价近

280

万元，最后其中一方自愿多掏

5

万元，以

285

万元购得。

该项目毗邻三条地铁线，

9

号线地

铁

10

分钟左右到达天津站，周边配套成

熟。或许因为该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住宅

饱和，周边难有新楼盘的原因；也或许是

购房需求强势回暖， 该售楼处的销售人

员待客都显得强硬一些。

“第一，今天主事儿的人来没来，能

不能定房？第二，首付够不够？第三，有没

有户口？这些都具备，再说看房。”销售人

员崔先生说，“目前只剩一栋楼在售，剩

下都已入住。您要是户口还没办下来，那

就对不起啦，没户口不卖。您再去看看其

他项目吧。 ”

当记者表示可以先交定金， 拿到户

口再购房时， 崔先生表示拒绝，“现在市

场不一样了，不像去年、上个月，我们可

以等。现在您先交一部分钱，开发商只可

以等您十天半个月。 ”

“有准迁证都不行，房子已经到了一

房难求的状态。”崔先生说，“现在这个盘

没有犹豫期了，没有商量考虑的时间。还

剩几十套，没问题就要立马锁定楼层。您

这情况肯定没法卖给您了。 ”

与融科·瀚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静

海区的富力新城，为了迎合“准”落户者

的购房需求，可以没户口先买房。

“买我们的房子目前没有户口没关

系，但要在

6

个月之内拿到户口。只要满

足落户条件， 一般半年之内都能落户成

功。 ”销售顾问黄先生告诉记者，可以先

定房，

10

天之内交首付， 届时签一个协

议， 之后

6

个月内落户成功再签购房合

同。如果过期无法成功落户，可以退还首

付，但需扣除

5%

的违约金。

天津人才引进落户新政发布还未

满月，楼市江湖就已开始躁动。 第一拨

涌进天津落户的“新天津人”，揣着“一

线城市容不下肉体，三四线城市放不下

灵魂，天津可以二者兼顾”的期盼，已在

落户大战中占据先机。 想继续领跑，买

房是不得不走的下一步，也是真正享受

天津落户红利的必然选择。 随着政策继

续发酵，落户人数继续增加，购房需求

更加旺盛，楼市是否会继续升温？ 有待

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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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房价是否具备持续上涨动力？

证券时报记者 易永英

天津在人才引进政策推动下，确

实带动了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 除了

记者的实地探访印证以外， 也有数据

支撑。

自

5

月中旬天津发布人才落户政

策后，由于宽松的落户条件，再加上天

津突出的教育资源以及与北京的便利

联系，带动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诸葛

找房监控的数据显示， 自

5

月中旬以

来， 天津二手房挂牌均价累计上涨

1.39%

，挂牌价格上涨房源明显增多，

新房市场亦明显升温， 上周开盘的几

个项目，排队购房人数激增。

贝壳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

5

月，天津在人才引进政策推动下，二手

房成交环比增加

255%

，成交均价涨幅

在

2.5%

以上，后期仍将面临一定的上

涨压力。 天津新增供需入市积极性明

显提高，且客源端表现尤为明显，新增

客源量环比增加

73.1%

， 需求端的明

显升温使新增客房比升至

2017

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从市场预期来看，天津

调价房源中涨价占比明显提升

25

个

百分点， 客户成交周期大幅缩短超过

10

天，买卖双方预期均明显走强。贝壳

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津房地产

市场供需矛盾加剧，预期进一步增强，

房价仍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

天津下发红头文件

严格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

一边是房价冲动上涨， 一边是严

防死守开展调控。

6

月

5

日，天津市政

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表态毫不动摇

地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 毫不动

摇地维护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支持刚性居住需求，坚决遏制投机

炒房，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保持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通知》强调严格按照土地出让价

格、新建商品房价格、二手房价格“三

价联控” 原则， 有效调控土地出让价

格，稳定住房市场价格预期。

所谓“三价联控”，天津市国土房

管局有关负责人解释称， 一方面是严

格控制住宅用地出让价格， 以土地价

格稳控新房价格。 根据出让地块周边

新建商品住房区片指导价格， 确定土

地出让最高限价， 土地竞拍达到最高

限价后，转为“竞自持租赁住房”或“竞

棚改安置商品房”，确保项目楼面地价

控制在合理水平，避免出现“面粉贵过

面包”的情况。

其次是加强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管

控。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新建商品住

房销售许可时，严格按照

2016

年

10

月

新建商品住房的平均销售价格设定最

高上限，不得高于项目所在区片指导价

格，对申报价格超过限价的，不予核发

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通过技术手段，实

现商品房销售管理系统对销售价格进

行锁定， 超过申报价格合同无法网签，

确保新房价格不上涨。再次是以新房价

格引导二手房价格保持平稳。

天津采取的“三价联控”方式，与

以往政策最大的不同， 并非直接针对

购房者，而是从调整土地供应端入手，

最终传导至住房价格。

诸葛找房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津

此时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房地产市场

调控要求，对稳定市场预期、促进市场

平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下半年供给1000万平方

米新房并严查违规销售

天津市国土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实施“三价联控”的同时，天津还

将不断加大新项目促开工促上市力

度， 今年

5

月全市新上市新建商品住

房达到

140

万平方米、

1.2

万余套， 市场

住房供应充足。

数据显示，

2018

年全市计划供应住

宅用地

850

公顷，较

2017

年增加

150

公

顷，同比增长

17.6%

。

在此次《通知》中，继续强调各区要

积极落实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

确定的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指标， 根据当

前市场情况，合理确定土地供应结构、时

序，住房库存紧张的地区要加大、加快土

地供应。

天津市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半年，将继续加快推进各区实施土

地供应计划，完成全年供地目标，切实增

加住宅用地供应， 确保商品住房充足的

供应。 市国土房管局将组织各区国土部

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采取定期巡查、约

谈、 限期整改等方式督促开发企业按照

出让合同约定期限开工， 加快推动项目

上市。 据统计，下半年，天津市预计将有

1000

万平方米以上新建商品住房陆续

上市， 去年出让的

600

公顷住宅用地也

已陆续开工， 最早将于今年年底开始逐

步供应市场。

除了土地源头紧抓不放， 交易环节

也成为政策落地执行的关键。

此次《通知》再次强调，持续整顿市场

秩序，明确提出坚决打击房地产开发企业

及中介机构规避调控政策、制造市场恐慌、

垄断房源、操纵市场价格、捆绑搭售、价格

欺诈、提供虚假证明等扰乱市场秩序的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对各房地产开发企

业、中介机构提出要求，严格落实调控政

策，做好购房资格审查工作，并加强员工教

育，杜绝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天津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越是

在市场受关注的时候， 越容易出现开发

商或者中介机构通过编造虚假信息、渲

染市场过热或者吹风房价上涨等炒买炒

卖，刺激销售。 去年以来，天津市已经多

次就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出重拳， 保持

高压严查态势， 持续打击房地产开发企

业、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健康稳定。

今年以来， 相关部门累计出动了执法人

员

4736

人次， 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中

介机构

2248

家， 发现不规范经营行为

118

起，采取暂停网签、公开曝光、停业

整顿等惩戒措施处理相关市场主体

7

个。同时，也有个别购房者通过提供虚假

证明材料购买住房， 市国土房管局会同

市地税局、 市公安局等部门已经查处伪

造纳税、 社保、 户籍等证明材料

300

余

人，对这类人员果断采取措施，禁止一切

房屋交易行为， 并将相关情况移交有关

部门严肃处理。

一大早，某售楼处待客区、沙盘区就热闹起来

团泊湖一售楼处，不断有购房者前来咨询

冷清的落户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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