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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第三季度，重庆主城区 一手
住宅供应量为796.1万平方米，环比增
长至64.6%。

 市场成交量环比上涨13.4%，达到
741.2万平方米。在高端住宅方面，本
季度成交均价较上季度保持不变，为人
民币每平方米24,582元。

 重庆主城区范围内住宅土地供应量
回调，累计成交面积约80.9万平方米，
环比大幅度下降。住宅土地成交平均
楼面价达到6,546元每平方米，环比上
涨25.2%。

主城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北碚区，大渡口

区，沙坪坝区，巴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

“2018年第三季度《关于进一步
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土地拍卖新规出台，导致
土地成交量下降。”陈大荒， 第一
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概述
2018年第三季度一手住宅市场成交量跟随供应放量下降，成交价格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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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2005年-2018第三季度

图 3
高端住宅价格与价格指数，2012年第一季度-2018年第三
季度

宏观市场
2018年第三季度《关于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土地

拍卖新规出台，对预售时间和分期

开发作出了相应限制规定，以维护

房地产市场秩序。

2018年1-8月，重庆房地产开发投

资2632.02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

8.4%，增速比1-7月回落0.6个百分

点。其中，住宅投资1867.11亿元，

较去年全年增长16.4%，增速比1-7

月回落2.4个百分点。

第三季度，重庆主城区继续保持一

手住宅较高供应量，供应总计达

796.1万平方米，环比增长至64.6%

。一手住宅成交量也同步达到较高

水平，成交量达741.2万平方米，环

比上涨13.4%。同期，受较大供应

量影响，第三季度成交价格增长放

缓，环比上涨0.4%至11,721元每平

方米。在高端住宅方面，本季度成

交均价较环比环比保持不变，达人

民币每平方米24,582元。

土地市场
季内重庆主城区范围内住宅土地成

交面积约80.9万平方米，环比大幅

度下降，且多为挂牌成交。住宅土

地成交平均楼面价达到6,546元每平

方米，环比上涨25.2%。

展望
本季度土地拍卖新规出台，对预售

时间和分期开发作出了相应限制规

定，以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展望

全年，随着供应持续加大，一手住

宅需求会进一步得到有效释放，供

需局面将得到缓解；而另一方面房

地产调控政策继续收紧，一手住房

均价上涨或将放缓。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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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整体住宅供应量、成交量和成交均价，2012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三季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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