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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手住宅去化周期回落

12.6个月的去化周期处于健康水平，库存量降至998万平方米

□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创4年新高之后， 广州住宅存量终

于出现回落迹象。 克而瑞数据显示，截

至2月底，广州一手住宅

（仅含住宅 、别

墅 ，下同 ）

库存总量为998万平方米，共

计82673套， 环比减少1.9%， 同比增加

33.2%，若按近一年的去化速度来计算，

广州去化周期也回落至12.6个月。 业内

人士表示，2月份开发商推货热情不高，

但是市场成交比预期好。 在供应和成交

两者关系的作用下， 库存量逐渐减少，

也证明了今年广州楼市稳定向好的趋

势。

去化周期回落

从库存套数来看，近一年广州一手

住宅库存量处于波动性累积状态。 去年

下半年， 广州楼市进入低迷期之后，一

手住宅存量便开始逐月累积，受淡季效

应叠加假期影响， 最高峰时期的1月库

存量突破1000万平方米，达1015万平方

米，创下近4年以来的存量新高。 但楼市

调控松动之后，广州一手住宅库存量出

现下调迹象，截至2月底，库存量回落至

998万平方米，环比减少17万平方米。

除了已有的货量储备，广州一手住

宅存量还与可开发用地相关。 近几年

来，随着供地力度的加大，广州新增供

应也不断增多。 在供过于求态势的累积

下，近一年以来，广州一手住宅去化周

期（按近一年去化计算）在10到13个月

的健康区间波动，去化周期也波动性拉

长。 幸而，连涨4个月之后，广州房企推

货节奏有所放缓，去化周期也出现回落

迹象，截至今年2月底，广州一手住宅去

化周期为12.6个月， 整体楼市去化仍处

健康水平。

花都库存最多

纵观广州11区，各区的库存情况究

竟如何？ 哪个区的去化压力又最大呢？

克而瑞数据显示，从库存量来看，广州

库存最多的是花都区，库存量为182.5万

平方米，存量接近1.5万套；其次是增城

区， 库存量为170.9万平方米， 共14842

套；排在第三的则是荔湾区，库存量为

141.1万平方米，共13999套。

若从去化周期来看，广州去化周期

最长的反而是存量最少的越秀区。 目

前，越秀存量虽仅余5.5万平方米，但其

去化周期已达到34.2个月。自2017年起，

越秀区的新房几乎是处于“0供应”状

态，不过其在名校加持下一直居高不下

的房价及寥寥无几的一手尾盘，也让诸

多购房者涌向二手市场。 而去化周期最

短的则为宅地供应稀缺的黄埔区，去化

周期仅剩6.4个月。 在东进利好之下，增

城、黄埔这两个成交大区也经常性陷入

缺货困境，不过在年成交超10宗宅地的

补给之下，增城处境稍佳，去化周期还

余7.9个月。

宅地供应更为紧缺的天河区，去化

周期仅剩6.6个月。 自2015年以来，天河

区仅新增一宗商住供应，最终以“37465

元/

㎡

+55%自持比例”成交；此外，随着

主力板块———东圃板块各楼盘新货的

销售进入收官阶段，天河区一手在售楼

盘的选择变得越来越有限。

由过往经验可知，那些“冷门”的板

块，往往伴随着去化的难题，因而压力

指数越大的区域， 板块楼市交投热度、

购房者的认可度越低。 从板块来看，狮

岭、花都区政府、南沙湾等板块存量多

的同时，去化周期还均超30个月；从去

化周期来看，赤坭、南站、淘金、同德围

板块等4个板块，去化周期均超110个月

以上。

市场表现或好于预期

业内人士表示，当房地产市场疲软

态势初步显现的时候，楼市去化拼的就

是所在板块的硬实力，扛住了去化压力

的板块， 才能凸显出其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板块的供、求变化的同时，去化周

期也在不断变化，这仅是一个供购房者

参考的相关指标。 而广州楼市的走势将

随着政策的稳定而保持平稳。

易居研究院总监严跃进表示，库存

量减少有各种因素，2月份不是传统旺

季，开发商推货热情不高，但是市场成

交比预期的要好。 在供应和成交两者关

系的作用下，库存量逐渐减少，也是一

个非常好的信号， 证明市场不会很悲

观。 严跃进还表示，从市场走势来看，银

行贷款利率会给予积极支持，买家今年

入市的积极性会比去年要高。 广州市场

可能会好于预期。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在房地产调控问题上，“一城一策”有望

在2019年成为各地施政的主要方向。

2019年房地产调控逐渐出现了宽松与

收紧并存。 各地两会传递的信号显示，

要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成为2019年各地

政策主流。“地方主导调控，在房地产市

场平稳甚至下行的趋势下，房地产政策

最严格的时期已经过去，未来多个城市

的微调政策将密集出现。 ”张大伟称。不

过，他也认为，从过往调控历史看，调控

政策中的核心仍然是信贷政策，针对多

套房的信贷政策是不是收紧，决定了楼

市调控政策的力度，只要信贷政策不出

现明显变动，其他政策调整对楼市整体

影响较为有限。

黄埔调整部分小学招生地段

怡园小学“ 2”字头学位房有得挑

黄埔已吸引越来越多买

家的关注，随着年轻家庭自住

客的移居，区内口碑较好的学

校招生路段内的房源，需求也

持续增加。黄埔区教育局近日

公布的《关于2019年部分公办

小学招生服务地段调整公告》

显示，因教育资源配套而受到

买家关注的怡园小学等几所

学校，招生路段有所调整。 据

了解，今年泰景花园、东城华

庭、银丰小区、乐苑小区等对

口怡园小学北校区，而怡园小

学东校区服务地段符合条件

的适龄儿童可备选怡园小学

西校区、 怡园小学北校区、怡

瑞小学、下沙小学入读。 日前

记者调查发现，北校区所对应

的二手楼盘中，仍然有不少“2

字头”的学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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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园小学北校区招生路段内的住

宅房源，以楼梯楼居多，泰景花园因有

电梯楼房源，会相对较为热销，买家只

要预算足够往往都会优先考虑泰景花

园的电梯楼单位，单价在4万元/平方米

以内的房源，买家基本都能接受。

合富置业储备分区营业经理刘进

表示，目前泰景花园电梯楼房源的二手

均价约3.4万~3.5万元/平方米， 楼梯楼

房源的二手均价约2.7万~3万元/平方

米。 不过，泰景花园小户型单位的房源

比较少， 主要以90多平方米的两房、三

房居多。 此外，东城华庭全是电梯楼房

源， 目前二手均价在3.7万~4万元/平方

米，不过，也有部分心态强的业主将放

盘价定在4.2万~4.3万元/平方米， 但以

目前的市场行情，价格超过4万元/平方

米的房源较难找到买家愿意承接。

同处于“洼地”的还有银丰小区，目

前二手均价约2.7万元/平方米左右，都

是楼梯楼房源。 刘进分析，现时该区域

卖房意愿比较强的业主，一般都会有一

定议价空间，但是实际谈下来的降价幅

度不会太大。 之前的买家并不单纯以教

育配套为买房的主要考虑，但随着教育

资源配套的改善，现时北校区所在区域

的二手房市场，很多买家都是主要以学

位因素为购房主要考虑的。

不过有中介人士表示， 现时该区

域学位房买家的预算普遍在250万元左

右， 这个预算基本只能在银丰小区、

怡德苑等楼龄较长的楼梯楼房源内选

购， 而泰景花园等电梯楼单位的总价，

一般都要280万~300万元左右。 3、 4月

这段时间， 是学位房买家咨询、 看房

的旺季。

北校区：所在区域楼价2.7万元/

㎡

起

从去年的小学招生路段来看， 金碧领

秀、 黄埔花园等大型的社区盘基本都在怡

园小学东校区所在区域内， 前几年在该区

域内购房的买家， 很多都是冲着教育资源

配套去的，而金碧领秀、黄埔花园等楼盘现

时的二手均价已超4万元/平方米。

合富置业黄埔花园分行主管邓志强表

示，现时金碧领秀、黄埔花园的二手均价约

4.1万~4.2万元/平方米，较受买家青睐的是

面积在80平方米左右的两房单位。 该区域

的买家大多都是提前买房以筹划几年后子

女读书的计划，因此，招生政策的调整对这

些提前买房的买家影响不算大。现时，这些

大型楼盘77~80平方米左右的两房单位，总

价大概在320万元左右。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东校区： 所在区域两房

入市门槛超3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