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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7年上半年，限购政策进一步升级，延伸至全市所有户型；价格调控力度加强，但
珠海一手和二手住宅的成交均价依然小幅上涨，未来的珠海住宅市场不乏有上涨的空
间。

 2017年上半年，全市住宅成交量
为4,308套，同比下降7.8%，销售面积
为4.68万平方米。一手住宅成交均价
为人民币25,589元/平方米，同比下跌
33.05%，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19,896元/平方米，同比上涨5%。

 主城区一手住宅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35,289元/平方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
为人民币23,239元/平方米。成交量达
1,183套，累计约57,502平方米。

 斗门区一手住宅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16,427元/平方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
人民币9,770元/平方米。成交量达1,692
套，累计约 1,70,148平方米。

 金湾区一手住宅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15,771元/平方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
为人民币13,453元/平方米，成交量为
1,137套，累计约129,121平方米。

“受到政策的进一步严控影响，珠海
住宅市场增长速度放缓，全市成交量
与2016年同期相比，出现明显下滑，
但全市均价在上半年仍保持小幅上
涨。”陈宣妤，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及开发顾
问部

图片：华发国际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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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述
2017年1-5月，珠海市GDP同比增长
13%，其中第一季度GDP较同期全国
GDP增速低3.3个百分点。自2017年4
月以来，随着住房限购政策力度再次
加大，加强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非
户籍人士限购，非户籍人士从只需要
交纳1年社保即可购房，增加至5年；
住房信贷的控制更加严格，如建设银
行与渣打银行的银行利率优惠从85折
上调至9折。

2017年度住宅类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2,590.000平方米，同比下降17%
。其中香洲区和高新区的供应变化较
为显著，香洲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
1,35.264平方米，同比增长152%；高
新区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1,93.024平方
米，同比减少65%；剩余区域的用地
建设计划均有所下降，同比下降幅度
在7%-9%。

受政府出台的限购政策影响，珠海住
宅市场的供应情况和投资开发有所放
缓。2017年1-5月，全市住宅可供预售
面积为147.8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1%
。3月份仅1宗商住地项目成交，1-5月
的房地产开发住宅投资额为171亿元，
同比减少1.6%。

住宅市场的竣工面积为53.15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26%；施工面积为
1,67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与
2016年的同期施工面积涨幅3.9%比
较，反映出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市场预
期依然保留乐观态度。

2017上半年珠海住宅市场交易价格整
体保持平稳，略有上涨趋势。由于土
地供应限制，只有少数新楼盘出现在吉
大、拱北、老香洲和新香洲等成熟片
区。然而新兴片区的住宅市场则截然
不同，其中横琴新区的成交均价为人
民币41,411元/平方米，2017年1月至6
月，实现增长6.36%；斗门区房价上半
年整体平稳上涨，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16,762元/平方米，2017年1月至6月，
实现增长6.09%；金湾区上半年成交均

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珠海市统计局

图 1

珠海住宅市场供求表现，2012年-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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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研究部，珠海统计局

图 2

珠海住宅市场施工及竣工面积，2012年-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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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珠海市住宅网签数及交易均价，2015年1月-2017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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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珠海住宅市场施工及竣工面积，2012年-2017年5月

市场展望
虽然限购政策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交
易价格在管控之下暂时得到抑制，但
房地比表明利润空间较小，因此预计
珠海住宅市场交易价格将不会出现较
大幅度的下跌，并有可能在保持稳定
的情况下伴随着小幅上涨。

珠海住房市场上的外来资金在政府的
打压和驱逐下基本得到压制，但地价
水平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打压住

价为人民币15,807元/平方米，2017年
1月至6月，实现增长0.51%。

2017年上半年住宅市场房地比处于
1.4-2.0之间，地价成本较高，然而利
润空间有限。其中横琴区的房地比为
全市最高，达1.97；其次金湾区的房
地比为1.72，位居全市第二；斗门区
的房地比为1.6，在全市中等水平；房
地比最低的是香洲区，为1.44，利润
空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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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市场的交易价格的政策只能在一个
可控的范围内取得成效。

与2016年相比，在2017年政府出台的
土地供应中，除了主城区的土地供应
出现显著的增加，全市其余区域的土
地供应都在明显减少，预计2017年下
半年的住宅类房地产投资经营将不会
有蓬勃发展的迹象，住宅类房地产开
发市场将会趋向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