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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 市场观察║周报 2014/09/01 

新房成交分化显著  市场预期摇摆不定 

 壹周综述 

近期，除信贷环境有待改善之外，房地产业整体外部政策环境已呈现明显改观，一些前

期限购局部放松的城市纷纷政策加码转为全面取消，多个省级政府出台综合性文件，以全面

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平稳发展。在各种利好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全国 8 月的新建住宅成

交情况有所好转，但相较于去年同期仍有一定差距，且城市间分化依然明显。随着 9 月供

应高峰的即将来临，唯有合理定价才能将供应高峰转化为成交高峰。 

央行支农 PMI 回落：人民银行增加支农再贷款额度，降低“三农”融资成本，支农再

贷款执行优惠利率，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再贷款利率还可在优惠利率基

础上再降 1 个百分点。2014 年 8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1%，比上月

回落 0.6 个百分点，连续 5 个月回升后出现回调，但仍为今年以来的次高点。 

限购退位已成定局：随着各地限购措施的陆续调整，一些前期局部放松而未全面取消限

购的城市，先后开展了第二轮政策微调，诸如杭州、宁波、无锡、西安以及贵阳这些原本以

面积段等指标为政策调整界限的城市，上周纷纷明确宣布全面取消限购措施。但与此同时，

上海、深圳均官方表态，坚持分类调控原则，继续实施住宅限购措施。目前来看，除了一线

城市之外，限购措施的全面退出已是大势所趋，而市场在政策放松后的表现则参差不一。 

省级政府托市积极：除了单另放开限购措施之外，近期多个省级政府均出台综合性文件，

以全面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平稳发展。8 月 25 日，宁夏省以及海南省同时发文，文件内

容涉及土地供应、金融支持、购房落户、税费减免等多个环节。8 月以来，包括福建省、湖

南省、江西省在内，已至少有五个省份出台涉及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文件，地方政府的托

市心态溢于言表。虽然减少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但在整体经济增长

放缓的当下，房地产业对国内经济的重要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 

中央关注住房保障：在中央政府层面，依然将住房保障作为民生工作的重要领域，贯彻

“保障归政府，市场归市场”的调控方针。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公共租赁住房发展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决定继续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给予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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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周市场 

8 月新房成交回升：在政策及信贷环境相对放松的综合影响之下，8 月各地新建住宅成

交情况有所好转，但相较于去年同期仍有一定差距。中原所监测的全国 40 个重点城市数据

显示，8 月全月新建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上升 9%，同比则下降 9%。分城市来看，各线城市环

比数据均有所回升，而同比数据则集体下滑。 

城市分化依然显著：虽然整体情况有所好转，但从各个城市来看，城市间分化依然明显，

成交量环比上升与下降的城市数量基本相当。8 月新房成交量环比增幅超过 20%的重点城市

有北京、天津、深圳、南京、杭州、宁波、青岛等，而环比降幅超过 20%的城市有福州、

石家庄、济南、大连、扬州等。 

新盘认购率有所回升：从中原监测的 21 城市重点项目推盘认购率数据来看，本周各城

市平均认购率为 54%，连续第二周出现回升，较去年周均值小幅下降 2 个百分点。近期开

发商对推盘促销力度的加大，使市场出现阶段性好转。 

供应高峰即将来临：随着 9 月供应高峰的即将来临，预计各地的成交也有望达至年内

高峰。然而，在目前蓄客、新盘销售率、存量等指标仍处低位的压力之下，唯有合理定价才

能将供应高峰转化为成交高峰。渐进式的放松对市场心理的恢复效果也是有限的，市场复苏

所持续的时间也依赖后继信贷的支持。因此，这也决定了 9、10 月不可能出现爆发式的量

价齐升局面。 

市场预期摇摆不定：本周，四城市中原经理指数涨多跌少，但涨跌幅度均不大。从中原

经理指数近期走势来看，指数的上涨走势已经趋缓，近月来多表现为平稳波动。虽然四城市

中原经理指数已连续数周维持在 50%以上，但均未能突破 60%，看平后市的经理人占比在

6~7 成，市场预期仍在涨跌之间摇摆。 

二手房价盘整筑底：就成交价格而言，二手房价正在筑底之中，而新房价格，尤其是存

量压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仍有下跌空间。中原领先指数系统显示，8 月六城市中原二手住

宅价格指数有两个城市环比上涨，上涨城市较上月增加一个，其余四城市环比跌幅多有收窄。

从近一个月的中原报价指数走势来看，指数上涨走势仍不显著，整体依然呈低位徘徊，可见

市场上的观望情绪依然浓厚，二手房价正在盘整筑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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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周数据 

表 1：40 城市土地及新房供求变化情况（2014 年第 35 周） 

城市 
宅地供应面积 宅地成交面积 新房供应面积 新房成交面积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环比 

一线城市 64% 911% -100% -100% 81% 49% -2% 49% 

二线城市 -86% -62% -73% -79% 23% 42% 5% 13% 

三四线城市 -69% -63% -54% -43% -20% -4% -16% 7% 

40 城市 -59% -29% -71% -64% 2% 18% -7% 15% 

注：第 34 周一线城市宅地成交面积为 16 万平方米，第 33 周零成交 

数据来源：中原集团研究中心 

表 2：六城市中原报价指数（2014 年第 35 周） 

城市 当期指数 比上周 比上月 比三月前 比半年前 

北京 29.02% 4.4 5.3 14.2 -10.1 

上海 31.34% 0.6 1.9 1.6 -17.7 

广州 37.82% 1.3 0.6 -1.6 -8.9 

深圳 18.59% 0.7 3.1 3.8 -24.1 

天津 29.98% 2.4 -0.8 1.8 -8.1 

成都 30.43% -1.7 -0.7 5.5 4.9 

数据来源：中原集团研究中心 

表 3：知名房企重要动态（2014 年第 35 周） 

房企名称 动态分类 动态要点 

万达 房企战略 
8 月 29 日，中国最大商业运营商万达联手互联网服务商百度、腾讯

在深圳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预计 5 年内投资额达 200 亿。 

中信泰富 房企战略 
8 月 29 日，中信整体上市整合工作 2014 年的财务信息明年三月份之

前公布，争取年底将所有内容整合完成。 

万科 项目信息 
8 月 28 日，万科拟与凯雷成立商业地产合作平台，该平台将以收购

股权或资产的方式收购公司部分商业物业。 

复星集团 项目信息 
8 月 27 日，复星集团旗下 IDERA 资产管理公司已完成收购日本东京

天王洲花旗银行中心大厦，而该项目的资产管理也将由 IDERA 负责。 

碧桂园 房企融资 
8 月 27 日，碧桂园拟进行 15:1 供股，高至 31.8 亿港元的融资将用于

为现有债务再融资及作为公司一般营运资金。 

恒大 业绩公告 
8 月 26 日，恒大地产发布 2014 年中期业绩。上半年，恒大地产实现

合约销售金额 693.2 亿元，同比增长 55.4%；业绩目标完成 63%。 

富力 业绩公告 
8 月 26 日，富力地产发布 2014 年中期业绩。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

表示：“富力不会减价 下半年有信心卖 300 亿。” 

资料来源：中原集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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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城市居住用地供求面积 图 2：40 城市商品住宅供求面积 

  

图 3：重点城市新房成交量环比变化情况 图 4：21 城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 

  

图 5：21 城市重点项目推盘认购率 图 6：六城市中原报价指数 

  
注：图 4 中 21 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成都、杭州、南京、青岛、苏州、厦门、长沙、无锡、扬州、南宁、

大连、南昌、金华、常熟、柳州、张家港； 

图 5 中 21 城市数据来自中原深圳、广州、重庆、成都、武汉、南京、长沙、长春、苏州、厦门、南昌、大连、福州、海口、

南宁、西安、常州、无锡、宁波、惠州、中山共 21 个城市的工作人员现场监控所得 

数据来源：中原集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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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数据来源：中原依靠自身研究网络及公开渠道进行的数据监测和统计。 

数据说明： 

本报告中所称“标杆上市房企”包括有以下 10 家公司：保利、恒大、富力、华润、金地、绿城、万科、雅

居乐、招商、中海。 

本报告中 40 个大中城市的划分标准如下：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二线城市：天津、重庆、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大连、无锡、宁波、苏州； 

三、四线城市：温州、厦门、长春、济南、南昌、合肥、福州、长沙、昆明、贵阳、南宁、海口、中山、

扬州、惠州、泉州、东莞、佛山、西安、哈尔滨、洛阳、唐山、安庆、常州、泸州、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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