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新房市场

供需逆转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楼市的风景，就像大海的风浪，有时猛有时平。

细数本轮成都楼市行情的发端，那就要从

2016

年

10

月开始，自此后成都

房价开启了单边持续暴涨行情，“房事”也一度将这座城市困住。

2017

年末，成

都进入摇号买房的新时代，火爆的楼市让新房摇号中签率低至个位数，曾出现

七万人抢千套房，买房队伍绵延几公里“奇观”。

物极必反，成都发布了真正意义的“

5

·

15

”限购新政，当地疯狂无序的楼市

得以缓解降温。 留给大家的低价新房已经不多了。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2019

年将是前年高价拍地的兑现期，大量高价拿地新房将集中上市，新房入市价格

自然会进一步水涨船高。 届时，

2019

年增量市场有望回归，购房客需要更多的

理性，而地段的重要性则会进一步凸显。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相较此前限购政策，成都市楼市调控新政将限购对

象调整为家庭，并纳入

12

个月以上社保作为购房必备条件，且继续实施分区

域限购的政策。 伴随着“

5

·

15

”限购新政的推出，

2018

年成都楼市迎来了关键

的市场转折点，呈现出了前热后冷的局面。

“‘

5

·

15

’楼市限购新政施行之后，成都新房市场供需关系发生扭转。 ”贝壳

研究院成都分院院长张键如是表示，家庭二套限购后有资质的客户骤减，而资

金链吃紧的开发商于下半年集中推盘增加供应，市场供需关系逆转，新房市场

难现

2018

年初火热境况。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张键进一步指出，成都新房供应量大增，新

房摇号中签率持续攀高，使客户选择面拓宽，二手房交易节奏随之放缓。由此，

二手业主在这种局面下被迫降价出售，成都楼市逐步进入久违的买方市场，住

宅逐渐回归居住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

5

·

15

”新政将限购对象由个人转变为家庭，短期投资客手

中的富余房票在一夜之间蒸发， 成都二手住宅成交中投资占比由

9%

降至

3.2%

。进而，投资客们将目光投至不限购的公寓市场，新建公寓市场一度火热。

但在

2018

年下半年，随着大量新房的入市、公寓价格攀升至较高区位，投资外

溢效应逐步退去，公寓成交见顶回落。

海口楼市降温

开发商“东进”

见习记者 王明弘

过去一年里，海南房价牵动无数人的眼球，房价高歌猛进之下，调控政

策也层层加码，海口作为海南的省会城市，楼市近况如何，未来将朝什么趋

势发展？ 春节期间，证券时报记者走进海口，调查海口房价背后的趋势。

春节假期前，证券时报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在海口走访了多个楼盘发

现，部分楼盘和中介公司已经提前放假。而春节期间，受前期政府的限购、

限价等政策影响，海口新房交易量同比往年有所下降。

海口地段较好的二手房均价在

16000

元

/

平方米至

23000

元

/

平方米不

等，位于郊区的新楼盘，由于配套不完善，价格在

17000

元

/

平方米上下浮

动，部分楼盘降价促销，也有楼盘为规避限购政策，违规与购房者进行“延

期签约”。 受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影响，开发商加快布局江东新区。

从海南省政府出发，沿着琼州大桥一路向东，跨过南渡江，

30

分钟左

右即可到达海口江东新区。 总面积约

298

平方公里的江东新区被定位为

海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重大举措。

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当前，海口房地产发展也开始呈现出“东进”的倾

向，未来投资海口也将呈现出向东进的倾向，江东新区成为各大地产商投

资的重要区域。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2017

年融创接手的海口万达文化

旅游城项目同样位于江东新区。

某地产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介绍， 目前海口西海岸已经开发得差不

多，新楼盘非常少，除了鲁能海蓝公馆，西海岸星华海岸城有大量房源在

售外，大部分楼盘都已经售完。 而海口市中心没有新土地开发，只有海甸

岛几个新盘有大量房源在售，可购买的新盘不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

的利好下，开发商向江东新区聚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溪房价

不温不火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春节期间，山城本溪春寒料峭，最低气温接

近零下

20

度，放鞭炮的、冰上嬉戏的、商场逛街

的人不少，到处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但是楼市

却显得格外冷清， 二手房中介和新房售楼处几

乎都关门放假了， 只有个别楼盘留下一位值班

人员，售楼处里无人问津。

证券时报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到，近两年，本

溪楼市成交分化明显， 除了个别新盘和二手学

区房比较抢手外， 大部分新盘和二手房卖得并

不理想。 买房的人不多，新开发的楼盘也很少，

2018

年以来全市只有

3

个商品房项目分期取

证开盘，其中，“欧洲城”被公认为本溪这几年卖

得最好的项目。

恒大绿洲位于太子河上游， 是本溪唯一带

装修的楼盘， 目前成交均价

6500

元

/

平方米，

2012

年开盘时卖得还算好，但目前仍有少量现

房在售，而

2018

年

3

月开盘的两栋楼

200

多套

房，目前卖出不到一半。今年初推出的

5

套特价

房，最高优惠达

29

万，但目前一套也没卖出去，

优惠延续到了

2

月份。不过，对于项目销售缓慢

的原因， 值班销售人员刘小姐解释说：“我们主

要卖的是园区环境、物业和品质，不像市内盘和

学区盘是走量的。 ”另外，

2011

年开盘的绿地中

央广场目前也仍有少量现房在售，

2014

年开盘

的沿河商业项目， 目前能看到的入驻商户只有

寥寥几家，其他大部分面积都是空着的。

尽管整体看，本溪平均房价是上涨的，但涨

幅不大，新房能看出价格上涨一点，二手房则有

回落的趋势， 特别是非学区房和位置较偏的地

方，房价下降趋势明显。

在证券时报记者调查采访过程中， 无论是

新盘销售人员还是二手房中介人员， 无论是长

期在本溪生活的人还是在外地工作的本溪人，

都表示本溪房地产不适合投资， 建议要想投资

可以考虑去沈阳， 本溪这几年也没有投资炒房

的。 在沈阳工作的本溪人李女士给出的不会在

本溪投资买房的

3

个理由很具有代表性： 一是

经济形势不好，房价不能涨，投资没有必要；二

是不回去工作，没有置业需求；三是老人在本溪

有房子，最后还要接到自己身边，本溪的房子还

得卖，没有理由再买房。

2019深圳楼市：稳字当头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每年春节过后， 对于深圳楼市而言都是一个敏感

的时期：不管是调控政策，房价还是房租，都存在一些

变数。 目前，市场普遍认为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

主基调不会在

2019

年出现实质性扭转。 在此大背景

下， 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

2019

年房地产市场又会有

怎样的走势？

对于许多深圳置业者来说，应该都对去年年底楼

市出现的促销小高潮留有印象。 当时，各大开发商“百

米冲刺”，打折、送装修、首付分期等等活动齐上阵，特

别是坪山、 龙岗等原特区外片区新盘成为促销主力。

不过，到了今年年初市场却多次传出有房企项目准备

提价的消息，最终相关企业都予以否认。 只是，促销和

提价传言还是让置业者的心态不定：深圳房价到底是看

涨还是看跌？

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总监何倩茹表示，此前多个

城市的房地产政策调整仍然是个别现象，更多是由于这

些城市之前的政策过紧，或者是已不适合现行的市场环

境而引起。 对于深圳市场， 实质性的影响并没有发生。

2019

年可能是个筑底的年份， 部分调控政策可能会放

松，但不会一下全部放开。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展研究总监徐枫表示，从

房地产政策方面来看，她认为深圳市场基本没有机会放

松，将会维持严控这一态势。 如果是投资客，建议谨慎为

好。 如果长期投资，可以适当考虑地段因素和楼盘的品

质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

2019

年租赁市场的政策可能会

有大的突破，更多规范租赁市场发展的政策将会出台。

主编：王安平 编辑：岳亚楠 2019年 2月 11日 星期一

Tel

：(0755)83501655

A4

本报记者/供图 周靖宇/制图

零售价：RMB� 2 元 HKD� 5元 北京 上海 武汉 西安 成都 沈阳 杭州 济南 福州 重庆 长沙 郑州 长春 合肥 石家庄 南昌 太原 乌鲁木齐 无锡 深圳同时印刷 本报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5015号中银大厦首层 邮编：518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