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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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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楼市销售面积增速回落

分析称今年房地产行业相关指标增速或进一步放缓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了《2018

年1～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

销售情况》（下简称“报告”）。 报告

显示，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突破17亿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1.3%， 增速比1-11月份回落0.1个

百分点， 比上年回落6.4个百分点。

销售金额接近15万亿元，比上一年

增长12.2%。 虽然因为房企年末销

售冲刺，2018年12月首次单月销售

突破2万亿元， 单月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均刷新了纪录，但从增长的数

据看，2018年市场走势已连续多月

出现增速放缓情况， 从9～11月的

数据看， 成交面积同比明显下调。

有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市场高峰已

过，2019年房地产行业相关指标增

速或将进一步放缓。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四年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看， 全国商品房

的销售面积从2015年的接近13万平方

米， 销售额突破8万亿元， 数据逐年放

大，到2018年，商品房的销售已达到17

亿平方米、15万亿的市场规模。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去年商

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7.1654亿平方米，

相较上年增长1.3%， 商品房销售额

14.9973亿元，增长12.2%。 特别是在去

年最后一个月， 成交面积与成交金额

均迎来年末集体爆发， 环比增幅冲至

49%和51%。

从广州楼市的成交情况来看，去年

年末广州一手房市场也出现了“翘尾”

行情。 根据网易房产数据中心监测阳

光家缘网站的成交信息， 去年12月，全

市一手住宅网签成交15316套， 网签面

积160.6443万平方米，环比11月分别上

升180%和175%。 广州楼市“翘尾”的背

后，与在穗开发商冲高业绩、年末加紧

推货有关。

尽管年尾广州行情不错，但放眼国

内市场会发现， 区域间的分化依然在

持续加剧。 比如，中西部面积销售上涨

幅度均远超过市场平均涨幅， 而东部

地区增长则相对放缓。 据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相关数据， 中部和西部增速分

别为6.8%和6.9%；东部和东北地区则出

现增长乏力的态势， 其中东部地区商

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下降5.0%，而东北

地区同样下降了4.4%。

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指出，近10年

来行业规模一直处于爬坡增长阶段，

可总体增速自2016年以来已经明显放

缓，增长后劲略显不足。

在销售冲高的同时， 房地产开发

投资也有一定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 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264 亿元， 比 2017 年增长 9.5%，其

中住宅投资 85192 亿元， 增长 13.4%。

此外， 去年房屋新开工面积也达到

20.93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7.2%，同样

创下近 10 年新高。 有分析认为，这是

由于企业采取“高周转”策略，以达到

加快资金回笼目的所致。

另一方面， 国内房企并非一直保

持着高昂的投资热情， 从房企购置土

地的数据表现上来看， 其增长幅度可

谓逐年在“缩水”。2018 年，房地产开发

企业土地购置面积为 29142 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 14.2%。 尽管面积数字

仍在稳步增长， 但增速与去年同期相

比回落了 1.6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16102 亿元，增长 18.0%，增速比上年

回落了 31.4 个百分点。

对此克而瑞分析认为， 拿地节奏

放缓一方面由于去年年末房企的拿地

指标基本已经完成， 工作重点从投资

向销售转移， 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下

行期，房企投资态度也日趋谨慎。 克而

瑞援引监测数据指出， 去年 12 月，国

内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土地成交量同比

分别下滑 19%和 16%。

相比此前几年的大幅扩张 ，从

2018 年开始，“高周转” 策略的部分弊

病开始显现，房屋质量、安全事故等问

题也曾引发舆论关注。 对此，各大房企

在过去一年就开启转型模式， 不再是

盲目的进入个人住房市场， 更多的是

开始调整内部结构。 其中“去地产化”

明显， 比如龙湖地产发公告建议将公

司名称变为“龙湖集团控股”；时代地

产更改为“时代中国控股”；万达商业

则更名为“万达商管集团”，并对外表

示欲在 1 至 2 年内消化掉房地产业

务，转向纯粹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 可

见，为扩大市场容量，房地产市场的发

展变得更加多元化， 众多房企不再单

纯卖房子，而是选择进入租赁市场，使

房产证券化， 而房产证券化也成为很

多炒房客新的投资方式。

2018 年楼市调控政策出台密

集， 在各地调控政策不断加码的

过程中， 房地产市场逐步从高温

趋向平静。 相关数据出台后，从供

给和需求两端来看，2018 年房地

产市场运行以“稳”为主，其中在

需求一端， 年底商品房待售面积

比 2017 年明显下降，去库存成效

显著。

楼市降温的同时， 业绩增长

乏力也成为 2018 年下半年以来

的特有现象。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指出，尽管 2018 年年底

房企销售冲刺加速， 房企业绩普

遍上涨，可从市场走势来看，成交

面积已连续多年出现增速放缓的

趋势。 他表示，除非出现突然的政

策转向，否则 2018 年的房地产销

售纪录很难被打破。 从 2018 年最

后几个月的销售数据看， 市场上

涨已经乏力，楼市拐点已经出现。

克而瑞的分析观点认为，

2019 年行业销售面积势必会高位

微降， 但销售金额在房价惯性的

背景下或将小幅微增。 但鉴于整

体调控力度依旧会维持， 资金面

也难以得到真正放松， 因此 2019

年对于开发商来说， 或会是压力

最大的一年。 一方面，去年三四线

城市成交规模占比达到 69%，但

今年市场势必面临调整， 尤其是

一些缺乏基本面支撑、 房价涨幅

过大而购买力捉襟见肘的城市，

商品房销售形势更不乐观。 而一

二线城市有关政策微调的可能性

增大，如果限购限贷政策放松，销

售形势或会好于 2018 年。

楼市成交增长势头放缓

地产企业投资更谨慎

今年开发商压力加大

虽然

2018

年楼市销售面

积 再 创 新 高 ，

但增速出现回

落。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