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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分房企去年已完成年底业绩冲刺任务

1月楼市供应不足成交明显下降

□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日前， 中原地产根据阳光家缘监控显示，1月广州

一手住宅整体网签共 84.36 万平方米，环比下跌 12%，

网签一手住宅为 7755 宗。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

部分房企已完成年底业绩冲刺任务，新年伊始供

应速度适当放缓，因此除极个别仍需完成业绩任

务的房企外，大部分房企已开始针对春节后、3 月市

场进行部署，从而造成 1月整体成交活跃度下降。

供应：

低于近6个月供应水平线

踏入 2019 年， 广州全市一手住宅

供应速度明显降低，仅有 85.21 万平方

米，环比下跌 50%，低于近 6 个月平均

水平（109.39 万平方米/月）。 从新年前

后各周供应情况来看，2018 年 12 月 26

日~30 日一周占统计周期内新批供应

量的 57%，踏入 2019 年 1 月以来，供应

基本在每周 10 万平方米的低位徘徊。

从供应区域来看，荔湾区连续两个

月供应突破 20 万平方米，1 月累计供

应 23.6 万平方米单位（2256 套），其中

主要供应项目悦江上品苑累计获批

7.78 万平方米单位（802 套），华发中央

公园获批 5.42 万平方米单位（438 套）。

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认为，随着旧改推

进以及近年出让宅地陆续转化，荔湾区

除广钢新城板块外，茶

滘

、

滘

口、桥中等

板块供求趋于活跃， 预计 2019 年荔湾

区楼市关注度将持续提高。

此外， 供应量突破 20 万平方米的

区域还有增城区，该区去年国庆后供应

能力有所减弱， 今年 1 月在招商臻园、

品秀星图、 碧桂园云顶等新项目带动

下，供应维持相对高位。

番禺区 1 月无新增供应。该区经历

去年 12 月亚运城大批量推货后，1 月

供应紧缺。受近年出让宅地量减少以及

地价提升影响，番禺区新增供应除依靠

亚运城、祈福新

邨

等个别大盘外，其余

项目供应能力偏低，从而造成该区在缺

少大盘支撑的情况下，出现零供应的尴

尬情况。 展望未来一段时间，除跑量大

盘外， 番禺区新增供应将集中在万博、

长隆、南村一带，并以高端项

目为主，而旧改项目预计难以

在短时间内入市。

成交：

地铁14号线开通助从化逆袭

受整体供应放缓、 临近春节假

期市场逐步转淡影响，1 月仅海珠、

荔湾、从化、增城 4 个区成交量环比

上涨， 其余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

跌。 1 月广州一手住宅整体网签共

84.36 万平方米， 环比下跌 12%，网

签一手住宅为 7755 宗。 其中，从化

区 1 月网签面积 6.3 万平方米，环

比上涨 54%。 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

认为， 在地铁 14 号线开通的加持

下，从化区正式纳入“市区地铁 1 小

时交通圈”，凭借限购门槛低、置业

压力较低的优势， 承接花都等区需

求外溢。以 1 月成交情况来看，珠光

御景山水城、 珠江壹城等大体量+

小区配套完善项目成交走红， 未来

地铁 14 号线的利好将持续“发酵”，

从化区将承接更多广州北部上班族

置业需求。

另一方面， 成交热区增城在招

商臻园、碧桂园云顶、香江天赋等中

高端项目集中推货的支撑下， 成交

一改去年第四季度颓势，1 月网签

面积 30.78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1.2

倍。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认为，新塘

优质项目主要依托 TOD（广州东部

交通枢纽）、大湾区互联互通等概念

吸引买家；而地铁 21 号线年底开通

至天河员村， 极大提升了荔城板块

项目价值， 加上荔城增江河两岸自

带优质居住环境、 完善生活配套等

优势， 对看重居住氛围的买家具有

一定吸引力。

相比起上述区域，2018 年成交

表现较出色的南沙区，1 月仅网签

7.62 万平方米，环比下跌 48%。在阳

光城丽景湾、 滨海新城等大盘供应

放缓后，区域成交量大减，仅南沙塞

纳河畔一盘成交超过 100 宗， 其余

项目仅维持 60~80 宗低位， 其中

2018 年 12 月以来供应量减少是主

要原因。

库存：

全市去化周期约9.6个月

由于 1 月成交环比下跌 12%，

促使全市库存回升至去化周期 9.6

个月，自去年 11 月以来，整体库存

去化周期基本保持稳定。

1 月份天河区、 黄埔区在一手

供应增加的刺激下，去化周期轻微

回升。 其中天河区岑村板块全新盘

慧源山庄于 1 月初开盘，累计获批

2.71 万平方米（311 套）。

中原地产研究部认为， 预计 2

月上、 中旬时间受春节假期影响，

市场供求将转淡；元宵节（2 月 19

日）过后，买家陆续回流；开发商将

准备充足弹药以应对“3 月小阳

春”。 同时，得益于调控政策环境优

化，今年项目新批供应、网签速率、

备案价制度改善利于买家置业，加

上今年春节放假时间较去年早，预

计成交量最早于 2 月下旬便迎来

回升。 从成交环境来看，“330”调控

政策即将满两年，2017 年购房资格

受影响的买家社保将陆续“满五

年”，部分置业需求将回流，预期后

市表现向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按照去

年广州市国规委公示《广州市 2017-

2035 年总体规划草案》，南沙庆盛起步区

净用地面积 62.4 公顷， 总建筑面积达到

260 万平方米，其中商业及产业建筑面积

占比高达 81%， 而居住功能面积仅占

13%。 日前有政协委员提议，片区商住比

例偏高， 如果要使区块成为有活力的城

市空间，除了商业空间，还需合理分配适

当的居住空间。

日前， 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

煇

参加在广州举行的政协会议时提出议

案， 其中优化广州南沙区庆盛交通枢纽

建设的建议提案倍受关注。提案认为，为

更好地实现《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

需要更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 在基建

互通的硬件基础上， 进一步细化及完善

重点交通枢纽的发展部署， 充分发挥交

通枢纽汇聚的人流、 物流对周边片区商

业、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其中，广州南

站、 南沙庆盛站等广深港高铁沿线站点

直接连结粤港的交通枢纽， 是粤港融合

发展的重镇和排头兵。

郭基

煇

认为，在增加建设空间，为当

地就业人口提供最大便利外， 应同时实

现“产城融合”和“职住平衡”，有效减少

城市的“钟摆效应”，减轻交通负担，吸引

人才长久落户，安心生产。 因此，他建议

政府在庆盛起步区， 尤其是庆盛枢纽周

边适当增加居住功能， 可以以“人才住

房”、“出租公寓”等各种形式，吸引大湾

区的各类人才在此安居置业， 更好地实

现站城一体化，提升片区综合竞争力。

“人才住房” 可吸引人

才至南沙置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日前，

位于广州从化温泉度假区的景业珑泉湾

别墅新品披露，新品以全新交标亮相，作

为景业名邦集团打造的首个新中式产品

项目，项目推出 269 平方米三房以及 294

平方米四房别墅新品。

据悉， 景业珑泉湾身处温泉之都从

化，这里蕴藏着“岭南第一泉”，曾有国宾

莅临， 故而这里的温泉， 也被喻为“国

汤”。 景业珑泉湾的别墅将含氡苏打泉引

入户内，成为私享资源，打造了 62 席依

山而建的“国汤院子”。 项目所处的从化

温泉度假区，高铁轨道、便捷路网无缝接

驳粤港澳大湾区各地， 高端温泉酒店和

中国排名第三的高尔夫球场为配套，更

有与项目毗邻的香港马会从化马场，依

托该高端资源荟萃的圈层社交生活圈，

景业珑泉湾的“国汤院子”兼具了住假和

高端商务会所的功能。 而在景业珑泉湾

的新品交标中， 全新托管运营别墅的交

楼标准，按照高端酒店标准设计，配备了

全套家私家电和酒店用品。 该批“拎包入

住”限量交标的别墅，将由卓思道温泉度

假酒店提供托管运营服务，业主可享受 5

年内 5%的年收益，并享有 20 晚/年的入

住权。

景业珑泉湾推别墅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