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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市房地产市场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成交量达到1,880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28%。这主要得益于宽松
的政策环境刺激了购房需求，从而使成
交量激增。

第四季度，房地产投资额约为人民
币3,730亿元，同比下降0.7%。

第四季度，全市住宅交易量累计约
601万平方米，环比增加53%，同比上
升63%。

第四季度，整体住宅均价较上季
度环比上涨6%，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7,210元。

第四季度，土地成交量和楼面均价
均有显著上升。

“2016年第四季度，土地市场表现
较好，成交量和楼面均价双双大
幅上升。” 罗元均，第一太平戴维斯研
究及开发顾问部

概述
第四季度，重庆住宅成交量和成交均价双双显著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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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 由于第一季度为传统楼市淡季，因
此预计来年年初的住宅成交量将有所
下降。

- 此外，受重庆市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影
响，预计土地成交量将有下降。

宏观市场
得益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的房地产利
好政策，加之重庆房地产市场相对稳
定，因此吸引了部分外地购买力涌入
重庆房市。那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购
房者纷纷出手，使本季度住宅交易量
增长至610万平方米，较上季度环比
增长53%，同比增长63%。而持续增
长的购房需求，加上高价入市的新楼
盘，助推房价上涨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7,210元。

土地成交量已连续三个季度增长，楼
面均价也迎来显著上涨，即使受到供
给侧改革政策的影响，土地市场表现
依然强势，显示出开发商对重庆房市
充满信心。

房地产投资额达到人民币3,730亿元，
同比下降0.7%。其中，住宅投资共计
人民币2,32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
，占比房地产总投资额的62.3%。

10月17日，为期三天的2016年秋季房
交会正式拉开帷幕。期间，新房的成
交总额达到人民币48亿元，成交均价
同比上涨11.5%，达人民币每平方米
7,027元。成交面积约为68.8万平方
米，环比下降6%，同比上升22%。

渝北区作为传统热门区域，其住宅成
交量约为104.7万平方米，环比增长
62%，占比第四季度总成交量的17%
。人口众多的南岸区在住宅成交量上
依然保持良好态势，约为88.5万平方
米，占比第四季度总成交量的14%。
而江北区拿下全市住宅均价的榜首，
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8,464元，这主要
归因于江北区的成交量集中在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

同整体住宅市场表现类似，高端住宅
市场成交量环比增长7%，成交均价同
比上涨8%至人民币每平方米18,983
元。

图 1
房地产投资情况，2005年-2016年11月

数据来源：重庆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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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整体住宅成交量和成交均价，2012年第三季度-2016年第四
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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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端住宅价格指数，2013年第一季度-2016年第四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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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季度入市的新项目中，两个项目
备受瞩目：位于江北嘴的新欧鹏教育
城和位于两江新区的阅江国际，售价
分别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16,000元和
13,500元。

土地市场
第四季度，共计成交454万平方米土
地，环比显著增长98%，同比增长44%
，占比2016年全年总成交量的47%。
此外，楼面均价再创新高，达到人民
币每平方米3,456元，较上个季度环比
上涨19%，同比上涨58%。

第四季度，一些知名开发商纷纷购得
地块，包括龙湖集团、重庆华宇集
团、华润置地和新加坡丰隆集团。值
得关注的是，龙湖集团以最高楼面均
价——人民币每平方米7,437元购得
位于两江新区的一幅地块，总面积为
221,522平方米。此外，华润集团以人
民币每平方米6,164元的楼面价购得另
一幅位于两江新区的土地，总面积为
200,112平方米。而来自新加坡的丰隆
集团也以人民币每平方米7,088元的楼
面均价购得位于解放碑的地块。

第四季度，两江新区的土地成交量录
得全市最高，共计1,855,462平方米，
占比全市总成交量的41%。而巴南区

由于地价相对较低（仅为人民币每平
方米1,917元），因此其住宅成交量亦
表现不俗，共计1,390,838平方米，占
比全市总成交量的30%。而北碚区也
以1,036,386平方米土地的总成交量再
度成为开发商青睐的热门区域，占比
全市土地总成交量的23%。

2016年全年市场概况
2016年，住宅总成交量达1,880万平
方米，住宅均价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6,742元。

2016年上半年，由于中央政府继续实
施优惠购房政策（例如对首套购房者
降低首付比例至20%，住宅面积小于
90平方米的购买者可享受购房契税小
于1%，和全面施行“营改增”等），
从而推升住房成交量至870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15%。而由于开发商推出优
惠措施以去化库存，因此住宅均价较
去年同比下跌了9%，达到人民币每平
方米6,481元。

2016下半年，得益于激增的需求，
住宅市场的成交总量和成交均价均有
所上升，其成交总量达约为1,000亿
平方米，成交均价达人民币每平方米
7,004元。

年内土地市场同样表现不俗。虽然第
一季度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和供给侧改
革的实施，使土地成交量大幅下降，
但随着住宅市场的逐步回暖，土地成
交量继而连续上升，并于第四季度创
新高。同时，得益于几幅高价土地交
易，2016年土地楼面均价创四年新
高，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2,851元。

展望
随着中国政府供给侧改革的升温，加
之其对土地供应在未来两年内实现逐
步下降10%的要求，预期未来土地供
应量和成交量将有显著下降。

同时，由于过去两年住宅存量的减
少，预期开发商将减少项目优惠力
度，因此预计市场均价将有所上涨，
但由于未来重庆政府通过出台房地产
收紧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预计未
来房价涨幅较小。此外，由于市场均
价的上升和预期入市的新项目减少，
预计住宅成交量将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