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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东莞楼市客户来访量回升

三项目开盘整体去化率达八成

□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为加快资金回笼， 开发商推盘节奏

持续加快。 记者了解到， 近期楼市客户

来访量环比小幅回升， 上周有 3个项目

开盘， 整体去化率升至八成， 去化情况

较好。 不过就整体情况而言， 目前市场

成交量与往年同期相比则显著降温，

“购房者持币观望情绪浓厚， 市场在等

待抄底时机， 信心略显不足。” 业内人

士分析称。

市场来访量小幅回升

为冲淡市场观望， 刺激客户入市，

加快资金回笼， 临近春节开发商推盘节

奏持续加快。 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监

测数据显示， 上周 （2018.12.24-12.30）

商品房供应面积为 18.44 万平方米

（2838 套）。 住宅方面， 上周总共供应

16 万平方米 （1440 套）， 环比上涨

1.56%。 其中， 洋房供应量最大为万松

湖碧桂园天

鉆

， 供应了 230套， 其次为

万科大中江南院子供应了 180套。

记者了解到， 上周多数项目以顺卖

为主， 活动以美食暖场居多。 据东莞中

原战略研究中心对全市在售 100 多个项

目监测显示， 市场来访量小幅回升， 环

比上涨 12.85%。 上周 3个开盘项目的整

体去化率升至八成， 去化情况较好。

“一方面因为某项目定价合理， 品

质较好、 交通配套完善等因素， 刺激刚

需客入市， 带动整体开盘去化率上涨；

另一方面开发商为了快速回笼资金， 优

惠力度持续加大， 客户接受度较高。”

业内人士分析。

成交量连续三周上涨

在成交方面， 据东莞中原战略研究

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商品房成交套

数 3122套，其中住宅成交 2516 套，环比

上涨 4.49%，同比下跌 3.56%；成交面积

26.32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7.01%，同比上

涨 6.06%。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有关人

士分析，成交量连续三周上涨，主要由于

近期集中签约， 本周星河时代和万科第

五城集中网签，签约量均在 100 套以上，

拉动全市成交量上涨。

值得关注的是， 上周公寓签约量大

幅上涨。数据显示，上周东莞住宅公寓签

约 13 套，商业公寓签约 458 套，商业公

寓环比上涨 40.06%。业内人士认为，主要

是因为刺激回款， 各大公寓项目推出特

价促销活动，带动成交量回升。

不过，与历年春节前行情对比，目前

市场成交表现行情降温显著。 业内人士

认为， 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以及市场观

望氛围持续浓厚影响。“一方面由于现阶

段新品供应有所不足， 另一方面则由客

户持币观望情绪浓厚导致， 显示市场在

等待抄底时机，信心略显不足。 ”

福建省惠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违规施工被挂牌督办

福建省惠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的香缤雍景园因施工安全问题被责令停工

整改， 但其后未办理复工手续强行施工，对

此，东莞市住建局将对其进行挂牌督办。

近日，东莞市住建局下发了《房屋市

政工程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挂牌

督办通知书（东建质安〔2018〕259 号）》

（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称，由福建省

惠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香缤雍景

园，1 号住宅楼、2 号商业住宅楼、3 号商

业住宅楼、4 号公共开关房、5 号地下室

及基础工程项目因施工安全问题被市安

监站责令停工整改后， 存在未办理复工

手续强行施工的行为。 根据《东莞市房屋

市政工程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挂

牌督办制度》的规定，现启动挂牌督办程

序，对该公司进行挂牌督办。 挂牌督办期

限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28 日， 为期

一个月。

《通知》显示，挂牌督办期间，福建省

惠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制定整治工作

方案。 主要内容包括： 需整治的主要问

题、整治工作组织领导、整治工作措施和

目标等。

同时， 要加强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

导。 企业主要负责人专门组织对本项目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存在的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进行分析， 查找原因和提出整

治工作措施； 项目负责人检查和落实本

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保证整治工作正常

开展。 认真按照整治工作方案开展整治；

对该项目存在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已有针对性地实施了有力的整改措施；

对整治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已整改完毕。

另外， 从本挂牌督办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每月一次向市住建局书面报告整治

工作的进展情况。

《通知》称，如该公司已经按上述要

求完成了相关工作， 可在挂牌督办期限

届满前 5 个工作日内向市住建局提交解

除挂牌督办申请书、 整治工作情况报告

和整治工作中形成相关措施文件资料

等。 市住建局将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

日内组织核查， 经核查符合以上条件的

即解除挂牌督办。

在督办期限内未符合以上条件的，

市住建局将依法责令该公司全面停业整

顿直至隐患消除； 经延期整改仍不具备

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 提请省住建厅依

法予以暂扣或吊销该公司的安全生产许

可证。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东莞市国土资源系统召开干部职工大会

赖健伟任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记者从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官方网站

获悉，12 月 27 日，东莞市国土资源系统

召开干部职工大会， 宣布省国土资源厅

任免决定， 赖健伟任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党组书记、局长。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李

俊祥，人事工作组组长康晋斌，东莞市副

市长刘炜，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市国土

资源局、市房产管理局、市土地储备中心

干部，各国土资源分局、各执法监察大队

负责人参加会议。

东莞市副市长刘炜对任命表示祝

贺， 并鼓励全市国土房管系统继续发扬

敢闯敢试精神， 为东莞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李

俊祥讲话，并勉励赖健伟团结带领东莞

市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履职，努

力开创东莞国土资源管理事业新局面。

东莞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 局长

赖健伟表示坚决拥护组织任免决定，并

提出四点：一要强化政治意识，深刻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和市委

市政府要求落实到位，履行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光荣使命。二要勤于学习，做好国

土资源管理者。三要敢于担当，以更大的

责任担当， 与同志们共同奋斗、 群策群

力，破解各类用地难题。 四要严于自律，

严格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制， 营造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共同推进国土管理事业的发展。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租用菜地再分租他人建棚房

一涉土犯罪嫌疑人

被抓获

租用村民 70 多亩菜地后，再

分租给他人作堆场和建设简易棚

房，近日，一涉土犯罪嫌疑人被黄

江公安分局抓获。 记者获悉，东莞

市国土资源局进一步加大对国土

资源领域涉黑恶犯罪行为的打击

力度， 特别是对涉嫌倾倒固体废

物、破坏农用地种植条件非法占用

农用地的案件线索，及时移交公安

部门依法处理。

12 月 17 日， 市国土资源局党

组成员、执法监察支队长、扫黑办

主任谢柱桥带队到黄江分局督导

扫黑除恶、重点工程临时用地、“大

棚房”问题清理以及违法用地查处

整治工作，并督导分局及时向黄江

公安分局移交了一宗非法占用农

用地案件线索。

经核实，黄江镇龙见田村黄某

租赁获得该村第二村民小组“黄竹

岭”70 多亩菜地后，未经依法批准，

在该地块上收纳余泥渣土等固体

废物实施堆填土，并陆续将地块分

租给他人作堆场和建设简易棚房。

经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鉴

定，该地块农作物种植条件已被严

重破坏。

根据《刑法》《土地管理法》以

及相关司法解释，黄某的行为已达

追究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责任

标准。 市国土资源局扫黑办主动提

前对接公安机关，协调黄江公安分

局提前介入，对该案的定性、证据

的收集等问题与黄江公安分局领

导交换了意见和建议。该案件现已

移交公安部门，案件嫌疑人已抓获

归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春节前东莞楼市成交升温。

东莞市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