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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尽管住宅限购政策继续从严，2018年第二季度广州一手住宅销售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
均价仍有所增长。

 2018年第二季度，一手住宅市场
成交量环比增长48.3%至177万平方
米。

 一手住宅成交均价环比增长11.3%
，同比增长22%，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23,091元,

 中心城区（越秀、荔湾、海珠、天
河、白云）成交量环比增长85.9%，同

比增长130.8%，至 499,833平方米。
成交均价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
21.3%，至人民币每平方米42,034元。

 市郊区域（番禺、花都、南沙、
黄埔）成交量环比增长37.3%，但同
比下降18.6%，至127万平方米。成交
均价环比增长2.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15,612元。

“尽管限购政策继续从严，畅旺的
刚性居住需求、物业置换需求以
及投资需求将在短期内稳定支
撑广州住宅市场的发展。”谢靖宇，
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片：凯粤湾，荔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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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综述
尽管广州仍继续执行从紧的限购政
策以抑制投机性投资需求，广州的
整体住宅成交量和价格仍然保持稳
定。在历经因“3.30”住宅限购政策
(“2017-3.30政策”)颁布后所致的观
望期之后，部分购房需求再度回归市
场。由于包括快速路和地铁等公共设
施网络的完善、较优的生活环境、以
及相对便宜的住宅均价等因素的作用
下，包括南沙和黄埔在内的郊区住宅
物业销售市场更显活跃。

广州住宅土地交易市场在2018年第二
季度亦表现活跃。然而，所有住宅土
地交易均集中在增城区。这主要是因
为中心城区的可开发或再开发土地资
源非常紧缺，且开发商大多已开始业
务“去中心化”之策略。广州市土地
资源规划委员会在2018年第二季度发
布了《2018年广州市商业用地土地供
应蓝皮书》。根据该蓝皮书，未来住
宅用地供应量约为625万平方米，占
全市土地供应量的39%。蓝皮书所提
到的44个可供开发的住宅地块大部分
位于南沙、花都、从化、增城等市郊
区域。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广州9个限购
区域（不包括增城区和从化区）的一
手住宅成交量环比增长48.3%至177万
平方米，成交均价环比增长11.3%，同
比增长22%，至人民币每平米23,091
元。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中心城区
的成交量环比增长85.9%，同比增长
130.8%至499,833平方米。中心城区
的成交均价在强劲的需求下大幅提
升，同比增加5.9%,环比增加21.3%至
人民币每平方米42,034元。在广州五
个中心区域中，越秀区和荔湾区的成
交量增幅较其他区域更为明显：前者
环比增长111.7%至9,030平方米；后者
环比增长132.4%至 174,641平方米。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末，市郊区域成
交量环比增长37.3%至127万平方米。
市郊区域成交均价环比增长2.6%至人

图 1

广州九区一手住宅成交量及价格走势，2013年第一
季度-2018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CRIC，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图 2

中心城区和市郊区域成交量和价格，2013年第一季
度-2018年第二季度

数据来源：CRIC，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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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每平方米15,612元。相对较低的
市场准入价格及不断扩展的地铁网络
建设增强了购房者对郊区住宅市场的
信心。

高端住宅市场
2018年第二季度，广州高端住宅市
场的表现乐观。全市高端住宅成交
面积环比增长201.9%至456,031平
方米，成交单位则环比增长237.3%

至3,893套，市场需求旺盛，可见一
斑。在地价上涨、建安成本上升、置
换需求以及投资需求增加的共同作用
之下，2018年第二季度末，十大住宅
（按销售价格计算）的成交均价同比
上涨2.3%，至每平方米76,995元人民
币。

高端及中高端二手住宅市场成交价
格环比增长2.6%至人民币每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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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36元，同比增长7.3%。其中高端
二手住宅的成交均价环比增加2%至
91,989元/平方米, 中高端二手住宅的
成交均价环比增加3%，至人民币每平
方米73,317元。

市场展望
尽管现有限购政策将继续维持，预计
广州房地产住宅物业市场在2018年下
半年仍将保持积极态势。短期内，广

州住宅市场在刚需和投资需求的带动
下，仍将维持稳定。预计全市住宅物
业成交量在年内将继续增长，这一点
在住宅和土地供应量较大的南沙和增
城等市郊区域会更为明显。尽管番禺
和黄埔的新增供应依然充足，且仍然
是最受购房者青睐的两个市郊地区，
但无论从居住需求抑或投资需求的角
度来看，相对较高的资金门槛将使部
分需求推向广州的外围地区。
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因受到政府政策的
影响（如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未
来半年将面临渐长的融资压力。因
此，更多企业将寻求更多样化的融资
渠道和营销策略，以及更革新的业务
发展战略，以实现更健康的企业现金
流。

图 3

高端及中高端二手住宅价格指数，2010年第三季
度-2018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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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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