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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受近期政策调控影响，
全市住宅成交量环比下降12%，但同比
上升33%，住宅市场稳步发展。

第一季度，房地产投资额约为人民
币7,400亿元，同比下降0.8%。

第一季度，全市住宅交易量累计约
540万平方米，环比下降12%，同比上
升33%。

第一季度，整体住宅均价较上季
度环比上涨7%，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7,691元。

第一季度，土地成交量环比下降
52%，楼面均价环比下降14%。

由于更多新项目将在下个季度入市
和春季房交会的举办，预计下季度住宅
成交量将上升。开发商为实现资金回流
将压低开盘价格，可能导致整体住宅均
价轻微下跌。

由于新增土地供应，以及开发商对
重庆住宅市场的信心，预计土地成交量
将上升。

“2017年第一季度，尽管楼面均
价创历史新高，达人民币每平方
9,352元，但土地市场成交量和楼
面均价仍双双下跌。”     罗元均，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及开发顾问部

概述
第一季度，重庆住宅交易量回落，住宅均价持续上涨，但其势头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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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今年年初，重庆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政
策，例如对在本市同时无户籍、无企
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首套普通住
房每年征收房产税，减少了购买一手
房的需求。因此，2017年第一季度，
全市住宅交易量累计约540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12%，然而得益于2016年全
市住宅市场需求量猛增，住房交易量
仍同比上升33%。在这样的需求趋势
下，全市整体住宅均价较上季度环比
上涨7%，达人民币每平方米7,691元。

受优质土地供应量减少影响，第一季
度土地成交量和楼面均价双双下跌。

房地产投资额达到人民币7,400亿元，
同比下降0.8%。其中，住宅投资共计
人民币4,740亿元，同比上升7.6%，占
比房地产总投资额的64.1%，反映出开
发商对重庆住宅市场重拾信心。

由于市政府出台严格的调控政策抑制
房价上涨，第一季度全市住宅均价环
比仅上涨7%，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
7,691元，远低于2016年第四季度的环
比涨幅36%。同时，受中国传统节日
春节的影响，全市住宅交易量下降至
540万平方米，环比下跌12%。

传统的热门区域——渝北区，第一季
度住宅交易量达105万平方米，环比上
升69%，占全市成交总量的35%。备受
青睐的南岸区同样表现良好，第一季
度住宅交易量超80万，占比全市总量
的16%。此外，由于江北嘴中央商务
区板块房价的大幅上涨，目前江北区
住宅均价已达到人民币每平方米9,447
元，为全市最高。

同整体住宅市场表现类似，高端住宅
市场成交均价环比上涨2.0%，同比上
涨6.6%。在本季度入市的新项目中，
两个项目值得一提：分别是位于九
龙坡区的远洋城和位于渝北区的金科
天元道，售价分别为人民币每平方米
12,500元和12,000元。现有项目中，
金融街融御和阳光100喜马拉雅的售
价涨幅显著，分别上涨环比22.3%和
13.4%，达到人民币每平方15,000元
和40,000元。受此影响，全市高端住
宅市场成交均价上涨至人民币每平方
19,723元。

图 1
房地产投资情况，2005年-2017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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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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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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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
第一季度，共计成交217万平方米土
地，环比下降52%，同比增长168%。
楼面均价同比下降4%，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2,973元。

第一季度，由于土地供应量减少，土
地交易市场表现逊于上季度。但仍有
知名的开发商表现活跃，例如雅居乐
集团、大连万达集团和龙湖集团。值
得一提的是，雅居乐集团以最高楼面
均价——人民币每平方米9,352元购
得位于两江新区的一幅地块，总面积
为203,000平方米。此外，万达集团

以均价人民币每平方米1,873元的楼面
价购得沙坪坝区的四幅地块，总面积
达644,000平方米。而龙湖集团以人
民币1,500元的楼面价购得另一幅位于
沙坪坝区的地块，总面积为200,000
平方米。

第一季度，沙坪坝区的土地成交量为
全市最高，共计920,000平方米，占
比全市总成交量的42.3%。渝北区同
样受到开发商青睐，土地成交量共计
747,388平方米，占全市总成交量的
34.4%。

展望
根据政府的预计土地供应，今年仍将
有多幅地块计划入市。加之开发商对
重庆住宅市场信心增强，预计下个季
度，土地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将双双上
升。

随着新入市项目激化市场竞争，开发
商将提供一定的价格优惠加速去化，
因此预计住宅成交量增长的同时成交
价格仍将下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