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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第四季度，广州住宅销售市场成交回暖，成交均价受到高端项目成交的带动有所上扬。

 四季度，广州九区一手住宅成交量
环比上升17.1%至约173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47.3%。

  广州九区销售均价环比增长11.3%
，同比增长6.1%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21,259元，涨幅受到中心城区高端住
宅项目成交的推动。

 中心城区1成交量环比大幅上升
90.4%至37万平方米，同比则下滑
1中心城区：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

50.2%；成交均价环比和同比分别上
涨19.1%和24.9%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42,221元。

 市郊区域2成交量环比微升6.0%至
13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6.4%；销售
均价环比和同比分别下跌6.4%和2.8%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15,569元。3.1%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16,139元。

2市郊区域：番禺，花都，南沙，黄埔 

“2017年第四季度，开发商冲刺业绩
推出更多货源，成交量和成交均价
在销售旺季均录得上涨，其中，中
心城区成交均价保持坚挺。”罗瑞，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招商雍华府，天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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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广州住宅市场趋向中心城区和城郊
区域空间均衡发展，产品从纯销售
物业向发展长租市场的多样化渠道发
展。2017年，广州两个非限购区域1，
增城和从化，市场成交份额共达
33.9%。较低的销售价格和日益完善
的交通便捷度助推区域销售热度。另
一方面，区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大规模土地供应得到释放，以
优惠政策推动知名企业落户等。

其余9个限购区域，成交量占据市场
66.1%的份额。其需求端则受到了限购
政策升级（如首付比例提高）和住房
贷款利率的影响。2017年11月，我国
首套房贷利率为5.36%2，同比上升了
0.92个百分点。

在调整需求端之外，政府还通过一系
列手段调节供给端，并对发展住宅长
租市场给予一定的支持：

• 2017年，广州政府增加住宅用地供
应。全年住宅用地供应达到4.79平方
公里，总建筑面积1204万平方米，同
比上升78%。其中，2.36平方公里土
地通过招拍挂供应，剩余2.43平方公
里土地则通过保障房用地和城市更新
用地手段供应。

• 政府通过出让纯租赁建设用地，并
鼓励开发商建设租赁型住宅项目以发
展租赁市场。2017年，万科购得三块
土地，均有一定自用比例，侧面反映
出开发商业务线已从单一的建设销售
向持有并管理的模式发展转变。

2017，广州九区（除增城和从化）受
到调控升级影响明显，新建住宅累计
成交量同比下降34.1%至758万平方
米。 第四季度，广州九区新建住宅成
交量环比上升17.1%至173万平方米，
同比则下降47.3%。 

本季度，受到中心城区高端住宅项目
成交影响，九区新建住宅成交均价
回涨，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11.3%和
6.1%，至人民币每平方米21,259元，
涨幅超过其它一线城市的平均水平。

1非户籍人口在无社保证明下，可购买一套商品房。
2 融360

图 1

一手住宅成交量及成交均价，2009年1月-2017年12月 

数据来源：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市郊区域与中心城区一手住宅成交量和成交均
价，2009年1月-2017年12月

数据来源：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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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中心城区成交量环比大幅上
扬90.4%至37万平方米，同比则下降
50.2%。调控政策下，中心城区销售
均价保持坚挺，录得高端住宅项目活
跃成交。中心城区成交均价环比增长
19.1%至人民币每平方米42,221元，同
比增长24.9%。其中，白云新城进入发
展成熟期，加之数个别墅项目启动销
售，白云区年度住宅成交均价涨幅最
为明显，同比上涨38.2%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40,883元。

市郊区域成交量环比轻微上涨6.0%至
13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6.4%。市郊
区域成交均价受结构性因素，及双合
同的显著影响，成交均价环比和同比
分别下跌6.4%和2.8%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15,569元。

高端住宅市场
全市一手高端住宅（售价在人民币每
平方米30,000元以上）成交量在第四
季度出现明显回升，环比上升103%
至29万平方米，同比则下降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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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总成交量环比增长1175套至2137
套。本季度成交均价排名前十的住宅
项目均价环比上涨19.3%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79,716元，同比上涨5.5%。

整体二手高端住宅市场价格环比增长
1.1%，同比增长28.7%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82,993元。其中二手高端住宅
价格环比下跌1.6%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93,747元，同比则上扬18.0%；而

二手中高端住宅价格环比和同比分别
上涨3.6%和39.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73,135元。

市场展望
2017年至今，中央层面着力稳定房
地产市场大环境，调控力度不断升
级，2018年放松迹象仍不明朗。广州
楼市处于相对正常发展的大环境中。
随着调控效果深入发酵，一手住宅市
场的成交量、成交均价回归理性。
政策层面上，2018年调控政策将继续
得到落实，房价涨幅有望继续收窄，
住宅投资及销售市场或将进入低谷
期。
开发商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一方
面，鉴于市场观望氛围浓厚，开发商
于2016年取得的“地王”3项目上市之
初将面临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土地
招拍挂市场提高准入门槛，因此，如
何最大效益获取可建设用地，如何打
造创新型项目以吸引购房者将成为开
发商新的挑战。

3 2016年开发商高价取得土地，预计项目将于2018
年开售。

图 3

二手高端及中高端住宅价格指数，2010年9月-2017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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