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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监测11区370个典型楼盘（社区）租金变化———

年底租房淡季 外围租金下探明显

为了方便出行， 市民谭女士欲将单

位分配的楼梯房出售换一套电梯房。 于

是找到 A 中介公司为其放盘， 以 200 万

元放售。 由于该房屋路段较好，放盘几天

便被买家王某看中。 在签订买卖合同前，

中介方告知买卖双方， 该房屋尚未补缴

分摊面积， 需先补办理分摊面积手续后

才能上市交易。 买卖双方表示并无异议，

故在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分摊手续由业主

协助买方办理。

业主：补办分摊面积要加钱

由于分摊面积在签订合同前未经测

绘部门核算， 对于分摊面积有多少双方

均不知道。 谭女士回到原产权单位补办

分摊面积手续时核算，分摊面积为 5.6 平

方米。谭女士认为 5.6 平方米按该区楼价

每平方米 3 万元计算， 补回来的面积约

值 17 万元。 她认为王某应该增加购房款

17 万元才算公平交易。 但买方认为当时

议价是整套房屋出售， 不愿意追加购房

款。 其后，谭女士以中介公司未尽居间义

务为由， 向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投诉

反映。

经协会调查，经纪人在签订合同前，

已告知买卖双方房屋真实情况， 并在合

同上备注房屋存在补缴分摊面积， 不存

在故意隐瞒或未尽核查房屋情况的行

为。 但对于谭女士提出解除合同的诉求，

中介公司表示愿意协助双方解除。 经过

多次沟通， 三方最终达成共识， 解除合

同。

律师：重要条款要在合同注明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专家表示，

本案中， 卖方谭女士在出售房屋前已清

楚知道房屋存在未补分摊面积情况，且

需要办理补分摊面积后才能上市交易。A

中介公司也将上述情况记载入合同让买

卖双进行确认。 一般的房屋交易习惯，业

主会将房屋按套计价出售， 这样一方面

是方便中介公司接受委托放盘，另一方面

是方便买方看房后进行房屋议价。 谭女士未

以约定价格出售房屋，却以中介公司未尽居

间义务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是不诚信的体

现。 作为业主，正确的做法是在合同上约

定“如补分摊面积如大于某一面积，则需

买方以一定金钱补足” 或在房屋出售前

将分摊面积费用补交。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法律咨询服

务中心律师周冬云提醒广大消费

者， 作为卖方需清楚出售房屋的属

性，如房屋性质、房屋是否需要补分

摊、 是否需要交土地出让金等。 如

确实不清晰的情况，可以向专业的

中介机构、 中介协会或者不动产登

记部门进行咨询，对于涉及交易的

重要条款， 应该在合同备注上注明

或者签订补充协议，这样才能更好

的保障自身的权益。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日前，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针对国有土地住宅电梯楼及楼梯楼，

在全市 11 个区域划分 59 个板块，选择 370 个典型楼盘（社区）作为住

宅租金动态监测点

（ 下称监测点）

， 定点监测其住宅租金的动态变化。

2018年 12月，全市监测点住宅租金为 53.41元 / 平方米·月，其中中心

城区为 55.74 元 / 平方米·月， 外围区域为 34.17 元 / 平方米·

月。本月租赁市场淡季特征明显，全市监测点租金继续呈现向下

趋势，且跌幅环比扩大 0.44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 上月全市监测点住宅

租金水平为 53.41 元/平方米·月，环

比小幅下跌 0.56%， 同比下跌 0.77%。

其中， 中心城区监测点租金为 55.74

元/平方米·月，下跌幅度为 0.48%；而

外围区域监测点租金受淡季冲击更为

明显，环比下跌幅度达 1.62%，租金为

34.17 元/平方米·月。

由于楼梯楼监测点大多位于中心

城区， 因此租金受淡季影响要稍小于

电梯楼。 上月楼梯楼监测点租金环比

微降 0.1%至 45.03 元/平方米·月，而

电梯楼监测点租金则下跌 0.88%至

61.78 元/平方米·月。

随着 2019 年春节临近，租赁市场

淡季特征愈加明显。 上月市场成交与

租金水平均呈现下滑趋势， 其中全市

监测点成交量环比大幅下跌 8.43%，

而全市监测点租金则环比小幅下滑

0.56%。 外围区域受淡季影响更加明

显，租金水平环比下跌 1.62%。 前线经

理人表示，番禺、白云等外围行政区来

穗人员占比较高， 因此市场淡旺季之

分更加明显，年底退租现象普遍，市场

租盘的增加导致部分业主心态转弱，

因此租金与成交量在淡季更易受到冲

击。

年底淡季来临 外围退租现象普遍

在月租金区间占比方面，1500 元

以下租金区间占比回升 12.2 个百分

点至 46.9%，而 1500～2500 元

（ 含

1500

元）

、2500～3500 元

（ 含

2500

元）

以及

3500 元及以上的月租金区间则环比

分别降低 4.3、4.2 与 3.7 个百分点。

中心城区监测点租赁成交占比方

面，海珠区继续保持上涨趋势，上月环

比上升 2.48 个百分点至 25.64%；越秀

区在市场淡季占比同样呈现稳中回升

的势头，上月环比上升 1.63 个百分点

至 10.72%； 而荔湾与黄埔区则有近 2

个百分点的下跌；白云、天河两区环比

基本持平。

从各租赁成交面积区间占比方面

看，60 平方米以下的一、 二房小户型

是市场需求最为旺盛的户型， 上月环

比增加 8.63 个百分点至 58.8% ；而

60～90 平方米的户型则环比有近 8 个

百分点的跌幅； 另外，90 平方米以上

的中大户型占比则基本保持平稳。

各区租金差异大 小户型租赁最旺盛

2018 年 12 月 28 日，广州正式开

通三条地铁， 分别是地铁 14 号线一

期、21 号线

（ 镇龙西

-

增城广场）

、广

佛线

（ 燕岗

－

沥滘段）

，广州地铁的版

图再次扩大，全市 11 个行政区均有地

铁运行，实现“区区通地铁”。

其中，14 号线连接白云区和从化

区，是广州首条快慢线运营线路。开通

后，从化街口至市中心的中山纪念堂，

最快 1 个小时内可通达。而 21 号线始

于增城区镇龙西站， 止于增城区增城

广场站，通勤时间约为 26 分钟。 全线

开通后， 增城荔城的乘客乘坐快车 1

小时可到达广州市中心。 广佛线燕岗

至沥滘段全长 5.4 公里， 设石溪、南

洲、沥滘三座车站，开通后广佛之间的

联系将更为紧密。

记者从调查报告中看到， 在广佛

地铁线中的热租楼盘有富力顺意花

园、保利花园、罗马家园、金碧家园等。

其中一房单位的月租金为 2500 元左

右，月租金最低的一套为雅致花园，为

1838 元； 最高的一套为罗马家园，

3200 元。 而三房单位最高租金为芳草

轩，达 5500 元。 而在 14 号和 21 号线

沿线， 租金仍然处于低谷。 其中位于

21 号线增城广场站的环翠小区，一房

租金为 700 元， 三房单位租金也仅

1500 元。 而 14 号线赤草站的逸泉山

庄， 一房租金仅 650 元。 业内人士认

为，所谓“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地铁

的开通汇聚了人流， 提升了沿线楼盘

的商业投资价值， 对周边楼盘的租赁

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新地铁沿线楼盘租金仍处于低谷

律师在线

旧房分摊多出5.6平米

业主悔约反告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