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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上周，东莞市统计局发布《2019

年 4 月份东莞市新建商品住宅网上

签约销售情况》及《2019 年 4 月东莞

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说

明》。数据显示：4 月东莞楼市成交量

环比有所下滑，同比则上涨近两成。

房价方面，全市共有 15 个镇街销售

均价高于全市均价。

网签数量同比上涨约两成

4 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上

签约销售套数和销售面积同比上浮

明显；环比来看则有所下滑。 东莞市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4 月，全市

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 3938

套，销售面积 44.29 万平方米。 三月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

4094 套，销售面积 45.11 万平方米；

2018 年 4 月，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

上签约销售 3251 套， 销售面积

36.80 万平方米。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4 月份网签

套数同比上涨约 21%， 环比下滑约

4%；网签面积同比上涨约 20%，环比

下滑约 2%。

根据东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4 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

约销售情况中， 按销售套数排前 5

位的镇街依次是高埗、虎门、塘厦、

沙田、东坑；按销售面积排前 5 位的

镇街依次是：高埗、虎门、塘厦、沙

田、道滘。 其中，高埗以 428 套、4.41

万平方米的成交成绩排名榜首。 虎

门以 318 套、3.3 万平方米的成交成

绩分别位列第二； 塘厦以 309 套、

3.15 万平方米的成交成绩紧随其

后。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4 月东莞住

宅新增供应明显放量 47 万平方米，

环比上升 56%，同比上升 10%，但 4

月实际市场推货量仍显不足， 市场

成交量环比回落 2% ， 同比上涨

20%，反映市场活跃度同比去年同期

明显升高，环比 3 月热度有所下降。

据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监测数据

显示，4 月高埗、虎门、沙田为供需热

点， 其中高埗受万科第五城集中签

约影响，区域成交量走高；虎门和沙

田主要由于南沙大桥

（ 虎门二桥）

等

利好刺激，供需两旺。

4

月网签均价

19250

元

/

平方米

东莞市统计局资料显示：4 月份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均

价为 19250 元/平方米， 房价环比平

稳。 当月销售均价高于全市均价的

有 15 个镇街。 在全市 33 个镇街

（ 含

松山湖高新区）

中， 销售均价超过

20000 元/平方米的有凤岗、松山湖、

长安、南城、东城、谢岗、大朗、塘厦、

虎门、寮步、大岭山、万江、莞城 13

个镇街； 销售均价在 15000~20000

元/平方米的有 17 个镇街；销售均价

在 15000 元/平方米以下的有 3 个镇

街。记者获悉，低于 15000 元/平方米

的镇街分别是中堂、桥头、东坑。

另外， 根据市房管局提供的资

料显示，4 月销售均价在 20000 元/

平方米以上的销售面积占总销售

面积的 33%，均价在 15000~20000

元/平方米的销售面积占总销售

面积的 51%， 均价在 15000 元/平

方米以下的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

积的 16%。

4月东莞楼市热度环比有所下降

简讯

近日，鼎峰集团与安麓集团联手

打造的黄山安麓酒店项目启动会在

鼎峰集团总部举行。 据介绍，黄山安

麓酒店将沿用经典徽式建筑，秉持尊

重环境、融入自然、寄情山水、贴近文

化的品牌特质开发涵盖五星级度假

观光酒店、时权酒店、度假公寓、休闲

别墅、特色商业街、生态果园等国际

旅游度假产品。

据悉，鼎峰集团隶属广东鸿发投

资集团旗下全资子集团， 涵盖地产、

产业、商业、酒店、公寓、文旅等业务

领域。秉承从高端住宅开发到资产运

作、城市运营并行的发展模式，通过

整合土地资源储备和资金平台，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 大力实行智慧园区、

都市综合体、品牌酒店、高端住宅多

业态发展。

鼎峰集团董事总裁简建锋表示，

安麓集团的品牌个性、 设计理念、运

营管理以及匠心追求， 与鼎峰集团

“心筑善境”的品牌理念高度契合，相

信强强联手之下，一定能有序快速高

质推动项目建设， 打造顶级奢华酒

店，为黄山市增添一张闪亮的旅游名

片。 安麓集团董事长赵国清表示，安

麓集团与鼎峰集团联手打造黄山安

麓酒店，是一种双赢格局。 这既是安

麓集团布局安徽的决心，更是被鼎峰

集团追求高端品质、打造奢华精品的

情怀所吸引。安麓集团将满怀敬畏之

心，尊重自然生态，筑造国际顶级旅

游度假酒店。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鼎峰集团携手安麓集团打造酒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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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商住地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公开出让。经过 3 家房企 7 轮竞

拍，最终被煌达信息咨询

（ 深圳）

有限

公司以总价约 10.4 亿元+自持面积

10%+自持不低于 5 年拿下该中堂商

住地， 折合楼面地价约 10890 元/平

方米，溢价率 56%。据悉，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佳兆业集团副总裁李海鸣，

因此该地块实为佳兆业集团竞得。

据公开资料显示：地块规划用途

为城镇住宅用地、商服用地(R2

二类

居住用地

)，占地面积约 38095.7 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约 95.239 平方米，

容积率 1.0＜R≤2.5， 建筑密度≤

25%，起始价 66668 万元。 合富辉煌

东莞公司相关负责人称，该地块位于

中堂镇豆豉洲，直线距离中堂镇政府

约 1.5 公里，与广州隔江相望。 1.5 公

里范围内有中堂文化广场、 中堂中

学、万和超级广场、中天城市广场等；

交通方面， 地块紧邻 107 国道，经

107 国道可快速达到广州，地块距离

中堂车站仅 1.5 公里， 距离 TOD 中

堂站

（ 规划中）

约十分钟车程，一站达

珠三角交通枢纽———望洪站，无缝接

驳莞惠线、莞佛线、东莞 1 号线，可快

速到达广州、佛山、惠州、深圳等地。

目前，中堂在售项目较少，潜在项目

为卓越花园，在售项目仅有华建骏景

园和光大锦堂阁等。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佳兆业十亿竞得中堂商住地块

日前，中海物业组织东莞 9 个中

海社区的业主参加环保嘉年华，活动

主题为“双脚丈量，绿色未来”我们与

爱同行， 吸引了 400 多名业主参与。

活动当天，东城街道企业工委、广东

中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等在活动现

场开展社区跳蚤市场暨乡村建设活

动，将跳蚤市场部分收益帮扶新丰县

贫困户和学生。 据了解，活动现场设

置了捐赠义卖、商家公益帮扶、现金

帮扶、书画义卖等爱心环节。当天，业

主可拿上捐赠书籍、书法、绘画作品、

未拆封的玩具和衣服参与义卖，未卖

出去的物品则张贴捐赠标签打包捐

赠给新丰县贫困户和学生。 另外，也

可以通过摆设食品、儿童培训、用品

类摊位义卖或者实物捐赠的形式参

与。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400多名中海业主参加环保嘉年华

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