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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會樓市現小陽春
市場關注二三線城市房價走勢

【本報訊】3 月份以來，南京、杭州、合肥、武漢、太原等一
批二、三線城市樓市成交量環比大幅上升，出現本輪調控以來罕見
「小陽春」 ，由此引發市場強烈關注房價走勢。
據新華社合肥十一日消息：業內人士分析指出，鑒於宏觀調控政策依舊從緊，
目前還不能說明房地產市場全面 「回暖」。未來幾個月，樓市銷售量不可能出現超
過 3 月份的大幅上漲，二、三線城市房價仍將呈下降趨勢，但與一線城市不同，降
幅有限。

武漢成交量創 14 個月最高
安徽合肥市 3 月份住宅成交 6027 套，單日最高成交 440 套；與 2 月份的 2828 套
比較，漲幅明顯，創去年調控政策出台後單月銷量最高紀錄，也是時隔一年合肥住
宅市場成交套數再次突破 6000 套大關。
浙江省會杭州 3 月份樓市交出了成交 「井噴」的成績。杭州透明售房網統計顯
示，當月杭州主城區成交 4319 套，成交量直逼 2009 年同期的最高峰。
而湖北武漢市樓市 3 月份呈現 「量增價跌」格局。商品住房成交量達 11149 套
，同比增加 13.93%，創近 14 個月最高值。
中國指數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顯示，3 月份監測的 40 個城市中，33 個城市成交
量環比上漲，其中大部分是二、三線城市。

▲ 3 日，購房者在杭州一處即將
降價開盤的樓盤售樓部諮詢
新華社

剛性需求大房價降幅有限
樓市此番 「小陽春」行情引起強烈關注。合肥市一個樓盤近期人頭攢動。銷售
部王經理表示，作為三線城市，目前合肥的房價定位合理，而且剛性需求保證了房
價不可能大幅下降。
業內人士分析指出，二、三線城市近期出現的樓市成交高峰主要緣於地產發展
商降價、促銷力度加大，以及壓抑了一段時間後消費者剛性需求的釋放。
3、4 月以來，二、三線城市房價持續下降，成交均價被大幅拉低。另一方面
，自去年 3 月限購、限貸以來，許多購房者持幣觀望，特別是 「剛需族」等待房價
下跌。經過近一年的買賣雙方角力，在樓市價格下降較為明顯的時間節點，許多剛
需族順勢出手。

預計發展商將加快推盤
合肥學院房地產研究所所長朱德開認為，由於國家宏觀調控從緊的大背景沒變
，今年樓市整體仍將呈現相對疲弱狀態。今後幾個月，二、三線城市商品房銷售狀
況不可能出現比 3 月份更大的增幅，而房價也將呈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有限。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報告指出，預計發展商會抓住樓市傳統的 「金三銀
四」機會盡快推盤，未來幾個月市場仍將是供大於求的局面。此外，在持續收緊的
樓市調控下，二、三線城市承受比一線城市更大的壓力，未來市場的回暖，價格的
反彈，將滯後於一線城市。

北京豪宅尺價反彈
CBD 舖租全市最貴

▼江蘇南通街頭出現集裝箱 「廉租房」 ，房租每天 8 元

中新社

六大城市二手樓價延續升勢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一日電】中原地產集團今日發布研
報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成都等六大城市二手房
市場上月延續回暖勢頭，銷售面積共 357 萬平方米，創 2011 年以
來單月成交面積第二峰值。二手房指數方面，除北京微
跌外，其餘五城市均有不同程度上漲，上海和廣州環比
漲幅逾 1%。
中原集團研究中心高級經理瞿安
新表示，儘管六大城市成交量再度攀
升，但環比增幅卻有所放緩，預計隨
各地剛需 「積壓需求」的逐步消化
，3 月份二手房成交量或見下降，而
二手房價格指數仍將維持平穩。

銷量仍處歷史低位

租金維持小幅上漲

中原集團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3
月份上述六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積共
357 萬平方米，但受全國兩會

租賃市場方面，瞿安新表示，上述城市 3 月份租金出現季節
性上漲，中原六大城市二手房租金指數已全線上揚，北京、成都
的數據在環比上漲近 1%，其餘四城市的環比漲幅則不足 0.4%。
在內地樓市未見實質性回暖的當下，二手房供需雙方對今年上半
年的預期仍不樂觀，鑒於此未來租金仍將維持小幅上漲態勢。
中原集團研究中心研究主任葛嶺也指出，中央近期多次強調
樓市宏調不會放鬆，同時國務院亦下發通知提出擴大房產稅試點
範圍。在從緊政策環境中，內地樓市成交的階段性回暖難言持續
，3 月下旬開始，各地二手房新增客源量和盤源量就已現雙降，
預計 4 月份六大城市成交量將較三月有所回落。隨成交量的回
落，推升二手房價上漲的支撐動力將減弱，本月二手房價格料保
持平穩或小幅下跌。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成都等城市上月的二手房銷
售面積 357 萬平方米，創 2011 年以來單月第二峰值
本報攝

深圳甲級商廈需求減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十一日電
】戴德梁行近日發布《2012 年第一季
度深圳寫字樓市場研究報告》顯示，
今年第一季度，受季節因素及經濟形
勢影響，全市甲級寫字樓總體需求活
躍度較 2011 年明顯降低。而今年前兩
月的深圳經濟數據指標亦表明，本地
經濟增速減緩跡象已經顯現，加之不
樂觀的外圍經濟環境在短期內難以得
到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的惡化將使得
甲級寫字樓市場上行出現壓力。

寫字樓租金漲幅收窄

▼武漢一座座商品
樓在原先湖心的位
置拔地而起，湖面
越來越少 新華社

期間中央再次強調堅定樓市調控態度的影響，當月下旬各地二手
房銷量普遍有所回落，使六市 3 月份二手房銷量環比增速放緩。
瞿安新表示，若將 3 月六大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積和過往 3 年的月
均水平相比，雖然今年 3 月平均水平較去年月均水平增一至三成
，但距 2009 至 2010 年的月均水平仍縮減約二至五成，也就是說
六大城市二手房銷量仍處歷史低位。
各地二手房價格指數方面，3 月除北京環比微跌 0.2%，且跌
幅較 2 月有所收窄外，其他五城市的價格指數環比均現上升，其
中上海、廣州、深圳的環比漲幅逼近甚至超過 1%。瞿安新分析
說，節後積壓需求入市是導致近兩個月成交量持續回升的主要原
因，雖然二手房業主心態強勢回升，但本月開始隨「積壓需求」
的逐漸消化，成交量料將下滑，價格繼續上漲的勢頭恐難延續。

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市甲級寫字
樓季度吸納量僅為 8143 平方米，為
2011 年全年的 2.31%，同比大幅減少
92.16%。從分區表現來看，由於一些
企業搬遷至福田區及部分小型企業受
外圍經濟環境影響縮減辦公面積甚至
退租，羅湖區甲級寫字樓吸納量出現
負數，為-3885 平方米；福田區吸納
量達到 12555 平方米，但仍不足上季
度的 30%。在沒有新增供應的情況下
，全市的空置率由上季度的 14.6%輕
微降至 14.3%。

需求活躍度的降低也使得甲級
寫字樓租金持續上漲遭遇壓力，今
年第一季度甲級寫字樓租金呈現慣
性的緩慢增長，全市平均租金漲幅
明顯收窄。
從行業來看，依然是高科技和本
地金融企業表現較為活躍，一些高品
質寫字樓也積極引入對租金敏感度較
低的金融類和高科技租戶，而對經濟
前景預期下調的物流企業基於成本控
制，將辦公地點搬向租金相對低廉的
寫字樓的現象也較為普遍。
對於後市的走向，戴德梁行認為
，經濟活躍度的降低造成企業經營環
境的惡化，而基於成本控制以及對前
景利好預判的下調將影響企業擴租或
搬遷辦公地點的意願，因此預計隨
不樂觀外圍經濟環境在短期內難以得
到有效改善以及本地經濟增速下調預
期的繼續，大部分企業在年內更傾向
於採取較為保守的發展策略，甲級寫
字樓的需求活躍度將會有所降低。在
需求活躍降低的影響下，預計第二季
度乃至全年，甲級寫字樓的租金漲幅
將會減緩。

亞行：中國經濟將輕微放緩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十一日消息：戴德梁行發布北京市 2012 年第一季度
高端住宅、商舖和寫字樓市場報告顯示，北京市高端住宅價格本季度呈現大幅反彈
，CBD 租金躍升全市首位，商舖租金保持穩定增長。
北京市近期出台的《北京市 2011-2015 年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中指出，
「十二五」期間，北京市三環內將不再提供住宅用地。受其影響，今年第一季度高
端住宅市場售價環比升 15.26%，達每平方米 48560 元人民幣。CBD 商圈的租金每
月每平方米也上漲 304.91 元，漲幅達 14.73%，為寫字樓中最高。
數據顯示，今年前兩個月，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為 1235.38 億元，同比增
長 15.8%，較去年同期增長 5.5 個百分點。華北區研究部主管魏東表示，以王府井
商圈為例，隨蘋果旗艦店和眾多歐美新品牌的上市，將有更大發展潛力。
戴德梁行還表示，昌平區承接大量的人口轉移，在自身良好的基礎設施上，未
來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據統計，2010 年，昌平區 GDP 為 400 億元人民幣，常住
人口 166 萬，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為 168 億元，主要經濟指標在全市處中等偏上水平
。此外，該區目前聚集了 30 餘所高校和過百家科研機構。

◀ 10 日，一位市民在上海一家
二手房中介門店前諮詢房源信息
新華社

【本報訊】亞洲開發銀行 11 日在香港
發布的最新一期《2012 亞洲發展展望》報
告顯示，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速度將輕
微放緩，但在強勁的投資與個人消費的推
動下，年經濟增長率仍將高居 8%以上。

預計今年 GDP 增 8.5%

新華社報道稱，亞行報告顯示，2012
年中國的投資和消費依舊強勁。此外，受
美國經濟逐步復蘇以及歐洲債務危機漸趨
平緩等外圍利好因素影響，預計中國 2012
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達 8.5%，2013 年則
上升至 8.7%。
亞行首席經濟學家李昌鏞認為，儘管
全球經濟環境仍然不穩， 「但隨國內消
費的增長和貿易順差的減少，中國經濟增
長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健康跡象」。
亞行報告認為，強勁的投資、不斷增
長的個人消費逐漸消弭了出口衰退對中國
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隨中國政府不斷
加大社會服務的投資力度，推進以擴大內
需、扶植中小企業為目的的金融改革，中
國的投資和消費將在未來一兩年內保持持
續增長。
亞行認為，固定資產投資將繼續成為
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預計今明兩年
都將維持 20%以上的年增長率。隨工資增
長與政府投資的增加，預計個人消費在今
明兩年將每年增長 12%左右。

人民幣升值有望放緩

此外，由於國際市場需求減弱以及持
續的宏觀調控措施，亞行預計中國今年通
脹率將由去年 7 月份 6.5%的高位降低至 4%
。考慮到對出口的影響，人民幣升值的趨
勢有望在今年放緩。
報告同時指出，近年來，亞洲各經濟
體之間以及經濟體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不斷
加劇，這成為影響該地區發展與穩定的重
要因素。
報告指出，亞洲地區最富有的 1%的家
庭佔有了 6%至 8%的財富；在該地區大多數
國家，近 20%的財富流入 5%最富裕的人群
中。同時，隨時間的延續，這種貧富差
距懸殊的狀況正在擴大。
報告認為，亞洲各經濟體領導人應充
分重視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並從政策層面
上加以扭轉。這些政策包括創造公平的就
業機會、增加教育與醫療投資、以及完善
社會保障體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