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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 

房价上涨依旧较快房价上涨依旧较快房价上涨依旧较快房价上涨依旧较快 
---2010 年 1 月份房价数据点评 

投资要点投资要点投资要点投资要点：：：：    

◆◆◆◆1 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符合预期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符合预期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符合预期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符合预期。。。。 

2010 年 1 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9.5%，涨幅较去年 12
月扩大 1.7 个百分点。房价同比增速继续攀升符合我们预期，主要原因是：（1）
09 年末不少房屋认购合同后移至 1 月份签约，1 月数据受去年政策优惠截止前
扎堆成交的影响较大。（2）1 月份主要城市新增供给不足、库存处于低位，开
发商资金充裕，因此房价总体上依旧坚挺。（3）09 年 1 季度是上轮楼市调整
的低谷，成为房价同比增速攀升的重要推手。 

◆◆◆◆房价环比增速放缓房价环比增速放缓房价环比增速放缓房价环比增速放缓，，，，但依然较快但依然较快但依然较快但依然较快。。。。 

2010 年 1 月份，全国房价环比上涨 1.3%，涨幅虽然较去年 12 月份降低 0.2
个百分点，但是增速创下近 12 个月以来的第二高点。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
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64 个，其中涨幅最大的前五个城市是：三亚
(22.7%)、海口(19.1%)、银川(3.8%)、西安(3.4%)、北京(2.5%)；价格下降的
城市只有 6 个，下降幅度均不到 1%。 

◆◆◆◆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商用物业价格保持上升趋势商用物业价格保持上升趋势商用物业价格保持上升趋势商用物业价格保持上升趋势。。。。 

1 月份，全国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 8.0%，涨幅较去年 12 月扩大 1.2 个百分
点；环比上涨 0.9%，涨幅较去年 12 月缩小 0.1 个百分点。1 月份，商用物业
价格继续上涨，其中办公楼价格同比上涨 7.3%，环比上涨 0.7%；商业营业用
房价格同比上涨 2.7%，环比上涨 0.3%。 

◆◆◆◆房价过快上涨对于政策面不利房价过快上涨对于政策面不利房价过快上涨对于政策面不利房价过快上涨对于政策面不利，，，，二季度之前可能是政策二季度之前可能是政策二季度之前可能是政策二季度之前可能是政策““““真空期真空期真空期真空期””””。。。。 

预计未来的政策将保持“相机抉择”的原则，房价过快上涨对于行业政策面极
为不利。有效落实并严格执行已出台的政策，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因此 4 月
份之前这段时间可能成为楼市政策的“真空期”。 

◆◆◆◆投资建议投资建议投资建议投资建议    

地产股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对于行业负面信息和预期已经反映的较为充分。短
期看，地产股在当前位置存在良好的支撑，并存在小幅反弹的可能。中期看，
在调控和观望状态下，楼市再次出现量价齐升的可能性较低，地产股整体估值
承压的状态依旧，因此或难走出趋势性的行情。 

但是，对于受益城镇化推进战略、调控风险相对较小，业绩增长较为确定的二
三线地产公司，我们看好其在反弹中的表现，推荐荣盛发展、苏州高新、中天
城投和广宇发展，投资者逢低可以适当关注。 

◆◆◆◆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楼市成交量陷入深度萎缩；政策调控力度或房价调整超出预期。 
 

行业评级行业评级行业评级行业评级：：：：中性中性中性中性 

 

近十二个月行业表现近十二个月行业表现近十二个月行业表现近十二个月行业表现 

 
% 1 个月 3 个月 12 个月 

相对收益 -2 -12 2 

绝对收益 -9 -20 40 

注：相对收益与沪深 300 相比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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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1  1 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月份房价同比增速扩大符合预期符合预期符合预期符合预期 

2010 年 1 月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9.5%，涨幅较去

年 12 月扩大 1.7 个百分点。房价同比增速继续攀升符合我们预期，主要原因

是：（1）09 年末不少房屋认购合同后移至 1 月份签约，1 月数据受去年政策

优惠截止前扎堆成交的影响较大。（2）1 月份主要城市新增供给不足、库存

处于低位，开发商资金充裕，因此房价总体上依旧坚挺。（3）09 年 1 季度是

上轮楼市调整的低谷，成为房价同比增速攀升的重要推手。 

图 1、房价上涨依旧较快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江海证券研发部 

1B2  房价环比增速放缓房价环比增速放缓房价环比增速放缓房价环比增速放缓，，，，但依然较快但依然较快但依然较快但依然较快 

2010 年 1 月份，房价环比上涨 1.3%，涨幅虽然较去年 12 月份降低 0.2

个百分点，但是增速是 12 个月以来的第二高点。分类型看，经济适用房价格

上涨 0.2%；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1.9%，其中普通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1.5%，高档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3.5%。分区域看，房价上涨总体格局没有改变。

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64 个，其中涨幅最大的

前五个城市是：三亚(22.7%)、海口(19.1%)、银川(3.8%)、西安(3.4%)、北

京(2.5%)；价格下降的城市只有 6 个，下降幅度均不到 1%。 

2B3  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势头相对较弱，，，，商用物业价格保商用物业价格保商用物业价格保商用物业价格保

持上升持上升持上升持上升趋势趋势趋势趋势 

1 月份，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 8.0%，涨幅较去年 12 月扩大 1.2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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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环比上涨 0.9%，涨幅较去年 12 月缩小 0.1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69

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 5 个城市是：海口(29.5%)、

三亚(27.5%)、深圳(24.9%)、温州 18.7%、杭州 14.1%;价格下降的城市仅有

泉州 1 个，下降 1.0%。 

1 月份，商用物业价格继续上涨，其中办公楼价格同比上涨 7.3%，环比

上涨 0.7%；商业营业用房价格同比上涨 2.7%，环比上涨 0.3%。 

3B4  二手住房价过快上涨二手住房价过快上涨二手住房价过快上涨二手住房价过快上涨对对对对于政策面不利于政策面不利于政策面不利于政策面不利，，，，二季度之前二季度之前二季度之前二季度之前

可能是政策可能是政策可能是政策可能是政策“ 真空期真空期真空期真空期” 

1 月份房价上涨依旧较快，主要是受供需失衡和低基数支撑，开发商宽松

的资金状况也增加了房价调整的难度。我们认为，房价过快上涨对于行业政

策面极为不利，也不利于楼市的健康发展。 

这是因为，政府对于控制资产价格泡沫的决心坚定，未来调控步骤将保

持“相机抉择”的原则，主要依据是当前政策实施的效果。进入 2 月份以来，

部分主要城市房价已经出现松动迹象，因此短期出台更严厉调控措施的可能

性相对较小。近两个月内，有效落实并严格执行已出台的政策，将是政府工

作的重点。我们预计，4 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可能成为楼市政策的“真空期”。 

4B5  投资建议投资建议投资建议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地产股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对于行业负面信息和预期已经反

映的较为充分。短期看，地产公司较为确定的业绩增长和相对估值优势，使

得地产股在当前位置存在良好的支撑，并存在小幅反弹的可能。中期看，在

调控和观望状态下，楼市量价难超预期，地产股整体估值承压的状态依旧，

因此或难走出趋势性的行情。 

但是，对于受益城镇化推进战略、调控风险相对较小，业绩增长较为确

定的二三线地产公司，我们看好其在反弹中的表现，推荐荣盛发展、苏州高

新、中天城投和广宇发展，投资者逢低可以适当关注。 

5B6  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风险提示 

楼市成交量陷入深度萎缩；调控政策力度或房价调整幅度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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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指数指数指数) 

公司评级体系公司评级体系公司评级体系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

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行业评级体系行业评级体系行业评级体系行业评级体系 

强于大市—行业基本面向好，行业指数将超越市场基准指数； 

中性—行业基本面稳定，行业指数跟随市场基准指数； 

弱于大市—行业基本面向淡，行业指数将差于市场基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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