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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住宅成交量继上季度快速增长后回调至平稳。

 2018年一季度，广州九区一手住
宅成交量环比及同比分别下降31.1%和
54.3%至119万平方米。

  广州九区销售均价环比下降2.4%,
但同比仍增长2.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20,741元。

 中心城区1成交量环比及同比分别
下滑27.2%和37.7%至26.9万平方米；
1中心城区：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

成交均价环比下跌6.0%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39,683元，同比增长6.7%。

 市郊区域2成交量继续萎缩，环比
及同比分别下降32.2%和57.6%至92.0
万平方米；销售均价跌至人民币每平方
米15,218元，环比和同比分别下跌2.3%
和10.0%，。

2市郊区域：番禺，花都，南沙，黄埔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
城市之一，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
全国各地的人才进驻。在政策严
控之下，住宅销售均价将保持更
为理性的稳步上涨趋势。”林木
雄，第一太平戴维斯华南区

图片：博雅首府，天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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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广州住宅市场交易量自2017年二季度
起迅速下滑，主要由以下原因引起：
• 限购政策升级
• 房贷利率提升
• 银行对房贷的审批更为严谨

大量潜在住宅买家在去年限购升级后
失去购房资格。与此同时，房贷利率
在过去一年提升超过20%，进一步抑
制买家的购房热情。另外，银行加强
对贷款购房者财务状况的审核，以筛
选出更优质的房贷客户。诸多调控政
策的实施使住宅销售市场显著降温。

广州政府在一季度公布了《广州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7-2035）》草案。根
据规划，广州常住人口将于2035年限
制在2000万人左右，而在2017年底，
广州常住人口数量约为1450万人，由
此推算，预计2018-2035年广州每年
将增加约33万人，约12万家庭的住房
需求。然而，根据过去20年的情况来
看，年均新增住宅供应量仅万至10万
个单位。此外，规划草案显示将严格
控制新增土地数量，并且将于2020年
后逐步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因此，预
计一手住宅土地将更为紧缺，更多的
市场需求将转移至二手市场或存量房
市场。

预计广州目前住宅市场为暂时性调
整，以把市场从此前的过热状态降温
至稳定增长状态。广州作为成熟发展
及充满吸引力的中国一线城市，人口
的持续增长将带来更多的住房需求。
因此住宅价格将随着有限的供应和不
断增长的需求继续上升。

2018年第一季度，广州九个限购区
域（不包括增城和从化）的一手住宅
成交量环比及同比分别下降31.1%和
54.3%至119万平方米。成交均价环比
则下跌2.4%，但同比仍增长2.3%至人
民币每平方米20,741元。

本季度，中心城区成交量环比及同比
分别下滑27.2%及37.7%至26.8万平方

图 1

一手住宅成交量及成交均价，2009年1月-2018年1月 

数据来源：C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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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 

数据来源：CRIC，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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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中心城区的单位成交均价环比下
跌6.0%至人民币每平方米39,683元，
但同比仍增长6.7%。白云区录得五
个中心城区中的最大跌幅，环比下跌
12.5%至人民币每平方米35,786元，但
同比仍上涨24.7%，主要受益于白云新
城的快速发展。

受限购和高房贷利率影响，市郊区域
成交量环比及同比分别下降32.2%和

57.6%至92万平方米。市郊区域成交均
价环比及同比分别下跌2.3%和10.0%
至人民币每平方米15,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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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一季度明显回落，环比及同比分
别下滑47.3%和21.2%。成交单位数量
环比下降46.0%至1,154个。本季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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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住宅成交量的快速下降主要是对上
季度快速反弹的修正。此外，本季度
全市成交均价排名前十的住宅项目均
价环比和同比分别增长0.2%和6.7%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79,848元。

整体二手高端及中高端住宅市场价
格环比下跌4.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79,420元，同比增长13.6%。其中二手
高端住宅价格环比下跌3.9%至人民币
每平方米90,100元，同比则上扬5.8%

；而二手中高端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2.5%至人民币每平方米71,272元，同
比增长26.4%。

市场展望
自“3.30”住宅限购政策升级一周年
以来，广州一手住宅销售成交量及成
交价均得到有效调整。今年全国两会
也再次强调“房住不炒”和控制居民
杠杆的总方针，预计未来广州住宅销
售市场调控仍将延续，各项严控政策
加之未来出台的房产税，将有效维持
住宅价格稳定，并使炒房获利的空间
逐渐减少。

广州已开始全面推行租购同权政策，
鼓励住宅刚需人群从住宅销售市场转
至住宅租赁市场。未来广州将继续加
强在住宅租赁方面的发展力度。

预计下季度全市住宅销售均价将维持
平稳，销售量同比仍将有所下降。

图 3

二手高端及中高端住宅价格指数，2010年第三季
度-2018年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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