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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五月东莞住宅成交相对平稳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5月东莞住宅供应放缓速

度， 成交小幅上升。 其中， 洋

房成交比重约93%， 环比回升

约1个百分点， 仍为市场成交

主导。 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 5月东莞住宅新增

供应32.67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

34%， 同比下降25%； 住宅网

签成交量环比小幅上升4.7%。

住宅新增供应下降明显

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监

测数据显示， 5月东莞住宅新

增供应32.67万平方米， 环比下

降34%， 同比下降25%， 新品

供应放缓。 不过5月住宅网签

成交量环比小幅上升4.7%， 主

要因为4月推新的多个热销项

目持续签约推高。

受诸多因素制约， 5月来

访及认购双双下滑。 据东莞中

原策略中心对全市在售100多

个项目监测显示， 实际市场

中， 受二手交易个税调整利

好， 二手房市场持续分流部分

一手房需求等因素， 5月东莞

楼市热度持续下降。 随着来访

量下滑， 成交逐步降温。 尽管

5月开盘或加推项目明显增多，

但与4月份对比， 多以少量加

推试探市场为主。

另外， 由于5月新增供应

大幅放缓， 成交持续放量， 库

存有所下滑， 环比跌幅6.5%，

同比跌幅1.2%。 按照过去六

个月消化速度计算， 5月底住

宅库存消化周期小幅缩短至11

个月。 目前在售项目约190个，

5月底有112个项目住宅库存可

售套数过百套， 环比上月减少

1个， 其中东南临深片区的库

存较多， 达130.4万平方米， 消

化周期约14个月。

房价方面， 5月东莞大部

分镇街住宅成交均价环比走

稳， 七成多镇街均价环比涨跌

幅小于5%。 另外， 受个盘影

响， 凤岗和洪梅住宅成交均价

变动较大， 实际上区域内普通

住宅价格整体趋稳。

滨海片区热度持续上升

供应热点集中在东南临深

片区及中心城区， 合计供应达

18.4万平方米， 占比高达56%。

成交方面，5月成交热点集中在

中东南临深片区及滨海片区，

合计占比达43%。 受南沙大桥、

番莞高速一期开通等利好刺

激， 滨海片区楼市热度持续上

升，成交占比连续3个月上涨。

据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

监测数据显示， 5月塘厦、 虎

门、 沙田为成交热点， 其中

塘厦受星河时代集中签约影

响， 区域成交量走高。

库存方面，5月全市镇街

中， 中堂和谢岗的消化周期超

30个月， 由于两个区域长期缺

乏新品，市场成交量少，导致整

体去化周期高企； 另外临深片

区普遍项目去化压力较大，镇

街消化周期均超11个月。 东

城和高

埗

明显供不应求， 去化

周期均不足6个月，企石由于近

年供应少，去化周期较低。

据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监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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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东莞洋房供应约 31 万平方米，

环比下跌 25.5%，同比下跌 25.1%；共计成

交约 40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3.1%，同比

下跌 8.3%；5 月开发商推货放缓， 供应回

落明显，受海逸豪庭和星河时代集中签约

影响，带动成交量小幅回升。 整体价格企

稳在 20344 元/平方米， 环比小幅微升

3.6%。

市场成交主力依然集中在刚需产品，

70~120 平方米刚需型产品占比为 77%，

环比下降 2 个百分点。改善型作为市场第

二主力，产品占比为 17%，环比前一个月

上升 1 个百分点，未来随着二手个税调整

政策持续发酵，业主置换需求有望进一步

释放，“以旧换新”“以小换大” 。

洋房：刚需型产品仍为成交主力

5 月东莞全市公寓供应 5 万平方米，

环比大幅上涨 420%，同比下跌 15.4%，创

今年单月次新高。 随着供应明显放量，5

月成交 6.8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23.4%，主

要由于个盘成交集中拉动明显，其中包括

碧桂园首座、万科首铸东江之星、 奥园城

市天地和玖颂江湾成交均破百套，其余项

目成交相对平平。

从公寓产品成交结构来看，市场主导

依旧集中在 30~50 平方米中小型公寓，总

占比约 59%， 主要集中万科首铸东江之

星、 碧桂园首座等项目成交，成交量均在

50 套以上。 另外，60~70 平方米成交占比

明显回升至 13%， 环比上升近 4 个百分

点，主要由于玖颂江湾、奥园城市天地和

万科皇马郦宫等项目成交热销。

公寓：以中小型公寓为主导

5 月全市别墅供应 121 套，环比下滑

51.6%，同比上涨 7.1%，由于 5 月项目以

小量推货为主， 除了凤岗四季花城供应

60 套以外，其余项目均低于 25 套.

5 月全市别墅成交 281 套， 环比和

同比分别上涨 9.8%和 165%。 业内人士分

析称， 主要前期开发商集中放量供应下，

加上经济型小别墅成交持续热销，同时前

期部分热销别墅集中成交，包括中海云麓

公馆、 保利海棠等项目。

从别墅成交结构来看，144 平方米以

下别墅依然作为市场主流， 性价比高，总

价较低， 但 5 月成交占比从 35%下降至

28%，持续回落，主要由于前期热销的项

目陆续完成签约。

另外由于 5 月个盘集中签约拉动影

响，200~300 平方米成交占比上升， 其中

成交最为突出的是中海云麓公馆，成交套

数近 60 套。 400 平方米以上别墅由于总

价高，去化一直相对缓慢。

别墅：成交量有所增加

简讯

日前，鼎峰松湖雅境“未来体验厅”

正式开放，当天吸引多名市民到场参加，

现场还设置了抽奖环节， 奖品包括数千

元的凯悦酒店五星级自助家庭套餐、智

能家电等。

作为鼎峰集团 TOP 境系力作，鼎峰

松湖雅境所在的松山湖 CBD 北区生活

地块， 是政府规划的生态园大道西板块

和莞樟路发展轴的交汇区域， 属于松山

湖北部科技园区与生态园接壤枢纽位

置，也是大松山湖的中心。

鼎峰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深耕东

莞，辐射全国。 布局精品住宅、产业地

产 、文旅地产等多元业态 ，目前开发

房地产项目共计 16 个，面积达 200 万

平方米。 鼎峰集团择址松山湖北部

CBD， 匠心筑造又一高端作品———鼎峰

松湖雅境。

项目采用围合式的布局，整体规划、

建筑设计， 鼎峰特聘连续五年荣获“BCI

Asia — 香港十大建筑设计公司奖”的梁

黄顾国际设计单位。

另外， 项目邀请香港天人园境公司

担任园林设计， 中国室内设计生活大

师———于强设计室内精装空间， 筑就全

龄未来生活示范区。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鼎峰松湖雅境“未来体验厅”正式开放

5

茛受南沙大桥、番莞高速一期开通等利好刺激，滨海片区楼

市热度持续上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