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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楼市认购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7%

滨海片区认购最活跃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塘厦办搬新址

5月6日，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布了《关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塘厦办事处搬迁新址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规定，从本周一起，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塘厦办事处将搬迁至

新址

（东莞市塘厦镇爱民街

3

号，即塘厦

镇综合服务中心二楼）

。

由于搬迁的缘故， 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塘厦办事处拟定于5月10日至5月

12日实施搬迁，其中5月10日

（星期五）

暂

停办公，5月13日

（星期一）

在新址恢复业

务办理。搬迁至新址后，需办理住房公积

金业务的单位和职工可乘坐塘厦镇镇内

公交线1路或6路，在“办事中心”站下车

即可， 原办公场所停止办理各项业务。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时代香海彼岸二期新品启动诚意登记

5月1日，2020经典交响乐发布会暨

5·1时代香海彼岸新品媒体鉴赏会在东

莞道

滘

时代香海彼岸营销中心举行，宣

告项目二期新品将在近期正式入市。 据

悉， 时代香海彼岸当前接受诚意登记将

送三重好礼，包括购房98折、2020音乐会

门票2张和优先选房的资格。

据介绍， 东莞时代香海彼岸总占地

约16.3万平方米， 打造集居住、 商业、商

务、社区一体大型综合城市综合体，预计

项目全面完成后， 将形成一个总建筑面

积约70万平方米的大城。

时代香海彼岸位于东莞水乡经济区

道

滘

镇中心，周边已落地总投资300亿的

华侨城-京兴航天道

滘

项目。项目打造的

约6.2万平方米综合大型商业中心， 已经

有万达影院、中建健身、大家乐等众多品

牌商家意向签约入驻。

另悉，6月21日， 时代香海彼岸的开

发商时代中国将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举

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

将致敬20年前的香港经典， 不仅有前

BEYOND成员黄家强献唱经典， 还有交

响乐演奏经典港乐金曲。 当前该场音乐

会的门票领取方式主要有三种， 在5月1

日到6月20日期间，老业主介绍客户成功

诚意登记， 老业主可获赠两张音乐会门

票兑换券； 新客户诚意登记可获赠两张

音乐会门票兑换券； 来访抽刮刮卡赢取

音乐会门票兑换券。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长安整改民房超标准建设106宗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中原策略中心对100多个在售

项目监控数据显示，五一当周，市内楼

盘活动形式变得多样， 带动来访量急

涨。 数据显示，五一当周东莞住宅楼市

来访量环比上涨65.99%。 受推新量套数

比去年少等因素，今年五一当周的认购

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17%， 滨海片区

认购最活跃。

松山湖片区人气迅速回暖

据东莞中原策略研究中心不完全

统计，今年五一当周4盘入市，都是旧盘

加推，小批量推货试探市场为主，开盘

量和去年相当。 目前有很多新盘正在摩

拳擦掌蓄客中，推货的项目持续承接相

邻的供应紧的区域的客户。 从客户组成

来看，客户回归本土，深圳客占比例小，

反映现在的深圳客投资比较理性。

据东莞中原策略中心对100多个在

售项目监控数据显示，2019年五一当周

东莞住宅楼市来访量环比上涨65.99%，

同比下跌4.55%，转化率同比下跌1.44%。

来访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或品牌

项目。 4月以来大部分项目以小暖场居

多， 在五一当周活动形式变得多样，带

动来访量急涨，由于不少项目提前错峰

入市，导致转化率小幅回调。

从五一当周以来各区域来访情况

看，松山湖片区人气迅速回暖，来访量

占比最高， 主要由于项目开盘加推，也

有一些项目搞特价促销活动，带动来访

量上涨。 水乡片区由于在售项目较少，

片区来访量最低。

认购仅城区环比下跌

认购方面，东莞中原策略中心监控

数据显示，五一当周东莞住宅楼市认购

量去年同期相比下滑17%。 业内人士对

此分析认为， 一方面， 推新量套数比

去年少； 另一方面， 五一期间冷空气，

阴雨天气影响及客户出游影响。 同时，

市场局部回暖， 区域分化明显， 部分

客户购房依然比较理性谨慎。

区域表现方面， 五一滨海片区认

购最活跃， 仅城区认购环比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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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当周认购10

套项目数以上最多为滨海片

区， 受虎门二桥、 莞番高速

开放影响， 使滨海片区热度

持续上升。 另当周认购10套

以上项目片区环比均上升 ，

除中心城区下跌， 其下跌原

因主要为热销盘前期集中发

量成交， 后期缺乏新增供应，

从整体来看中心城区成交依

然火热。

另 外 ， 记 者 了 解 到 ，

“五一” 期间， 共有19个项目

推出优惠折扣及特价房活动，

主要集中在临深片区、 东部

片区和滨海片区。 业内人士

表示， 目前限购后深圳客大

幅退潮， 临深片区出货压力比较大，

开发商为了加快出货， 加大让利幅度；

东部片区目前没有明显利好规划出台，

需要特价促销吸引人气； 滨海片区竞

争激烈， 供应量增多， 需要促销加快

去货。

无集中签约项目出现

五一房企推货意愿不强， 滨海片

区成供应热点。 东莞中原研究部分析，

受到五一假期的影响， 开发商推货节

意愿不强， 从住宅供应的项目看， 洋

房供应量最大为海逸豪庭， 供应了415

套， 位于滨海片区； 其次， 纳帕溪谷

供应192套， 位于松山湖片区。 其余项

目均为小批量推货， 楼市关注度降低，

开发商放缓推货节奏。

从每周住宅成交量价来看， 今年

五一当周， 住宅签约量明显下滑。 由

于前几周项目集中签约， 加上目前新

增供应减少， 导致成交量下滑。 据东

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对市场监测数据

统计显示， 5月1日~5月3日东莞住宅成

交面积2.48万平方米， 同比2018年环比

下降4.89%， 同比2017年下降24.88%，

成交量为近三年最低。

区域表现方面， 临深片区为市场

成交热点。 根据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

心统计数据显示， 5月1日~5月3日全市

住宅成交245套， 其中， 塘厦、 清溪成

交量均在25套以上。 排名靠前的主要

集中在临深片区及中心城区， 成交在

50套以上 ， 区域内成交热度持续升

温。 受到调控政策的持续影响， 水乡

片区成交略显乏力。

今年以来，东莞长安不断修

改完善该镇民房报建管理指引，

严查严惩超标准建设行为。 近

日，记者获悉，截至4月23日，长

安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共

整改民房超标准建设共106宗，

共拆除楼面711平方米， 拆除模

板等2083平方米， 拆除梁板、脚

手架211平方米， 剪断钢筋155

组，停电停水24次。

据了解，超标准民房建设是

指未按照相关审批要求，私自进

行偷建、扩建的违法建筑。 为遏

制偷建、抢建之风，长安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分局基于网格化

执法模式，实行全年无休的管理

制度，每天联合属地社区逐一排

查该镇建筑工地，严格核查是否

经审批后建设，是否按照民房审

批要求规范建设，是否做好建筑

工地安全隐患排查等。 为切实强

化管理力度，长安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分局还畅通了投诉举报

机制。

对发现的超标准建设行为，

长安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

会当场发放限期拆除违法建设

告知书，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间

内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部分。 若当

事人未按照要求整改的，将联合

“两违”成员单位，采取停水、停

电、 拆除模板等强制停工措施，

确保工地处于停工状态。 若仍未

按照要求整改的，长安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分局将执行快速拆

除机制，对超标准建设部分进行

强制拆除。

接下来，长安将继续以市违

法建筑“零新增”工作要求，强化

超标准民房建设日常查处机制，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查处、第一时间拆除”，坚决打击

超标准民房建设行为，巩固“两

违”整治成效。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长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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