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各区库存及消化周期

行政区域

越秀

海珠

荔湾

天河

白云

黄埔

花都

番禺

南沙

从化

增城

全市

库存量

3.33 万平

9.32 万平

64.79 万平

10.71 万平

24.49 万平

54.33 万平

139.21 万平

118.51 万平

121.84 万平

65.62 万平

165.42 万平

777.57 万平

库存消化周期

9.5 个月

4.4 个月

8.5 个月

4.0 个月

7.0 个月

5.7 个月

21.9 个月

15.1 个月

8.4 个月

18.1 个月

7.7 个月

9.7 个月

广州一手住宅网签量价对比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8 月

环比

同比

新批面积

79.70 万平

65.14 万平

55.00 万平

-16%

-31%

网签面积

56.92 万平

76.03 万平

76.64 万平

1%

38%

网签套数

5228 套

7086 套

7292 套

3%

39%

（数据来源：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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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五折！“金九”前夕楼盘促销噱头多

业界称“特价单位”仍属少数，整体来看广州各区涨跌各占一半

□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临近传统销售旺季“金九”，广州市场部分项目开始打促销牌抢客。 最令人瞩目的是祈福缤纷汇降价幅度高达

6000元 /平方米。 此外，广州多个楼盘都出现了“特价单位”“一口价促销”等手法试水市场反应。

有房企表示，目前手中能出售的项目要尽快出售，加快公司现金流回款速度。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金融去杠

杆的大背景下，资金密集型的房企都需要快速变现，以应对资金偿还压力。

房企促销手段多 特价单位价格减半

一手市场即将进入全年重要节

点“金九银十”，部分项目已准备好供

货计划。 有业内人士指出，按照往年

惯例，不少项目将在十一前“抢跑”推

货，或率先推出优惠抢占市场，在推货、

促销带动下，全市成交有望改善。

“金九”前夕，打响广州楼市促销

第一枪的当属祈福。 8月16日，祈福缤

纷汇推出18栋42～112平方米的1至3

房及24栋28～170平方米的1至4房，一

次性付款均价3.7万元/平方米

（半年

内交齐全款）

，按揭均价则为3.8万元/

平方米。 而之前该楼盘价格为4.2万

元/平方米，降幅最高达6000元/平方

米。 此外，祈福有关人士透露，近期有

促销的不止一个楼盘，位于花都的祈

福聚龙堡推出中轴楼王单位，价格低

至1.1万元/平方米，相比之前2万～3万

元/平方米的价格，促销力度极大。

此外，还有近郊不少楼盘推出少

量特价单位试水。 比如合景玉山国际

8月中旬加推90套72～128平方米的3

至4房， 带装修均价为1.85万元/平方

米，比7月推出的单位降价了1000元/

平方米； 绿地柏

玥

晶舍推出4套促销

单位，折后一口价为31337～32709元/

平方米， 相比此前的3.6万元/平方米

下降不少；中海花湾壹号以“8月购房

节，总监特批一口价”名义推出了8套

特价单位， 为75～138平方米的2至4

房，折扣单价为44629～51245元/平方

米，降幅2500元/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大部分房企仍然按

兵不动，恒大则是例外。 近日，恒大全

国在售住宅楼盘打出了全部89折优

惠的广告，与此同时，首付款也可以

分期支付，最低首付仅需5%。 具体来

看，部分项目限量折扣特价房折上97

折

（额外最高

95

折 ）

，部分项目公寓、

办公及写字楼额外92折，商铺额外6～

7折优惠。 此外，根据付款方式的

不同，可享有的优惠政策也不同。

若想享受93折，购房者需在3个月

内付清全款； 采用商业及公积金

按揭贷款的可享受94折； 首付采

取优惠按揭， 且在11月30日前付

清的话可享受95折；1年内付清全

款的可享受97折。 如果把所有购房优

惠全部用齐，一套住宅楼盘的最终折

扣幅度可达74折。

据克而瑞广州分析师肖文晓透

露，广州多数“降价盘”只是推出少量

特价、 一口价单位加入局部降价行

列，仅有祈福缤纷汇及合景誉山国际

两个项目出现整盘降价情况。 肖文晓

认为，归根到底，近期“降价盘”部分

是为了加速回笼资金，部分是将尾货

或楼层和朝向较差的产品包装成特

价单位，还有部分是地段、配套较差

的楼盘，以促销来吸引购房者。

各区冷热不均 郊区降价中心区略涨

从整体市场来看，广州楼市降温

仅是局部现象，房价存在小幅波动也

是正常现象。 据克而瑞数据统计，截

至8月中旬，广州一手住宅

（含洋房及

别墅 ，下同 ）

网签均价为27543元/平

方米，环比7月仅微跌2.3%。具体到各

区来看，价格下降区域与上涨区域基

本各占一半，其中，跌幅最大的从化

区较7月微跌6.1%，而天河、海珠两区

房价涨幅则在9%以上。

目前，天河全区均价为6.5万/平

方米，价格比较笋的楼盘主要集中在

东圃及后天河北板块， 均价已破4.5

万元/平方米。 其中， 珠江新城“10

万+”的楼盘比比皆是；天河公园板

块坐拥三地铁和大公园，新盘均价已

超过9万元/平方米；规划加身、名企

云集的金融城板块， 新房均价也达

6.3万/平方米。

目前，越秀区楼市交投以二手为

主，新房成交寥寥且集中于越秀区政

府板块，板块中价格最低的嘉兰轩达

5.3万元/平方米，而仅剩尾盘在售的

东山一品也要9万元/平方米。截至本

月中旬， 海珠区新房均价接近5.5万

元/平方米， 新盘主要集中在工业大

道广纸板块。 除去公寓外，海珠区住

宅最低达5万元/平方米，其中价格最

高的是天誉半岛花园， 达12.5万元/

平方米。荔湾新货主要集中在广钢板

块， 其成交扛起了中心城区的半边

天，板块内新房均价已达4.8万元/平

方米。

目前， 白云区新房均价已接近

4.6万元/平方米，除绿地柏

玥

晶舍及

商办产品外，区域其余楼盘报价均已

“奔四”。区域内的高端楼盘主要集中

在白云大道和机场路板块，个别楼盘

如华远云和墅、珠江岭南公馆两个项

目，最高售价达10万元/平方米。值得

注意的是， 在大盘祈福缤纷汇直降

6000元/平方米的背景下， 番禺区新

房均价并无太大波动，昔日的刚需板

块华南板块房价也早已突破4万元/

平方米。

近年来，黄埔区四大板块成交均

价全部呈现上涨态势。 目前，长岭居

板块房价已达3.5万元/平方米；旧黄

埔因教育、交通配套完善，一手住宅

均价已破3万元/平方米，而知识城板

块因与市区有一定距离，一手住宅均

价尚停留在2.3万元/平方米左右。 目

前，南沙可售货量较大板块主要集中

在金洲、黄阁两大板块。

增城是近期降价促销的焦点区

域之一，不过肖文晓指出，早在去年

四季度增城就已出现价

格下调迹象，而非近期才

开始降价。 目前，增城新

房均价为1.95万元/平方

米，重回“1字头”。 不过在

规划、交通、产业等多重

利好的支撑下，其楼市的

前景还是可期的。 目前花

都区新房均价在 1.88万

元/平方米左右，其中区府

板块有地铁穿过，配套成

熟，6月中旬广州融创乐

园开业更是给整个区府

板块甚至花都商业注入

新的活力。 8月从化新房

均价为1.4万元/平方米，

较年初下跌2.6%。目前，从

化新房均价最高的板块

为街口板块，均价已突破

1.5万元/平方米， 而鳌头

镇板块房价依旧在“1字

头”以下。

业界声音

对于广州市场 来

说，潜在的需求还是很

多，包括近期的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对于核心

城市来说都是较好的

发展机会。 从实际过程

看，广州后续房地产市

场的增值空间依然很

大。 虽然当前政策总体

偏紧，部分购房需求仍

在观望，但受近期

LPR

政策的影响，购房者或

会开始积极入市。 而开

发商也希望在传统 “金

九银十 ” 阶段积极促

销， 推盘节奏会加快，

类似情况都会让广州

在今年 “金九 ”获得较

好的表现，进而形成较

好的发展态势。

———易居研究院智 库

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今年“金九银十”情况仍

不明朗。根据过往的经验，金

九银十是旺季， 比此前

7

、

8

月份的淡季， 成交量出现一

定程度的回升是一定的。 但

今年

5

月之后市场成交量大

幅萎缩，所以 “金九银十 ”该

采取什么策略， 不少房企仍

然有不同看法。 部分企业可

能迫于资金压力， 会选择在

这个档期推特价单位以换取

成交量， 但也有部分企业更

倾向于选择观望， 毕竟之前

的

3

、

4

月份市场有过一波

“小阳春”， 房企手头上还有

点“余粮”。所以今年“金九银

十” 可能会陷入一个相对胶

着的状态， 即成交量环比回

升，但幅度有限。价格方面或

许会有部分优惠， 但范围和

幅度未必会很大。

———地产专家邓浩志

广州楼市成交持续4个月保持7000宗水平

一手住宅供应放缓 创今年来第二新低

根据阳光家缘监控显示，8 月广州网

签一手住宅成交量为 7292 宗， 环比上升

3%； 总成交面积为 76.64 万平方米， 环

比上升 1%。 从 5 月起， 广州一手成交基

本维持在 7000 宗

（约

75

万平方米 ）

关

口， 市场交易气氛相对平淡。 值得注意

的是， 8 月全市新批供应仅 5159 宗

（

55

万平方米）

， 创春节月

（

2

月）

以来年内

第二新低， 面积环比下跌 16%。 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 主要原因为部分开发商在

完成半年业绩冲刺后， 6～8 月保持“静

观其变” 的心态， 待“金九银十” 再调

节推货、 定价策略。

供应放缓 消化周期回落

8 月广州一手住宅供应面积为 55 万

平方米

（

5159

套 ）

， 环比下跌 16%。 统

计周期内供应主要集中在 8 月下旬， 中

上旬供应偏少， 对整体成交亦存在影响。

从各区情况来看， 8 月供货区域个数比

上个月有所增加， 7 月“零供应” 的天

河、 荔湾两区， 本月各有一个项目推货。

但一手主力区南沙、 增城、 番禺等

供应环比“全线下降”， 其中“东大仓”

增城本月仅供应 11.55 万平方米

（

1117

套）

， 环比下跌 34%， 整体供应量被南沙

超越； 除科慧花园、 湖山国际、 绿湖国

际城等跑量大盘外， 增城下半年以来全

新盘开盘推货力度偏弱。 虽然近年增城

商住地供应明显增加， 但通勤、 配套条

件较佳的新项目较少， 大多集中在荔城、

中新镇等外围板块。 在当前平淡市场环

境下， 即使大批入市亦难以吸引买家关

注， 故开发商调整推盘策略， 延后推货

或以小批量入市的方式试探市场反应。 8

月新增供应量增加较明显的为黄埔区，

该区新批 7.32 万平方米

（

746

套）

， 环比

上升 34%。 其中知识城大盘万科幸福誉、

龙湖双珑原著分别供应 3.41 万平方米

（

386

套 ）

、 1.78 万平方米

（

174

套 ）

新

货。

由于 8 月新批供应速度放缓， 全市

整体消化周期回落至 9.7 个月， 整体库

存为 777.57 万平方米， 环比跌 2%。 从各

区情况来看， 成交大区南沙消化周期从

上月的 9.6 个月下跌至 8.4 个月， 该区大

盘集中、 性价比高的优势越来越吸引买

家置业， 表现出供不应求的情况。 对比

所有区域来看， 记者发现， 目前消化周

期最短的是天河区， 仅四个月， 这与供

应量不无关系。 而消化周期最长的是花

都区域， 为 21.9 个月。

南沙成交环比增超 5成

8 月成交较为抢眼的区域为南沙，

该区成交 15.3 万平方米

（

1538

宗 ）

， 环

比增 52%， 为 8 月成交增幅最大的区域。

南沙除主力楼盘滨海新城

（成交

4.72

万

平方米 ，

514

宗 ）

外， 黄阁板块的万科

海上明月、 南沙保利城、 南沙水恋、 金

科集美御峰累计成交 2.88 万平方米

（

314

宗 ）

， 得益于货量充足、 4 号线通勤优

势、 推货板块生活配套成熟度较高， 促

使越来越多买家关注南沙。

成交第一大区增城 8 月成交 18.85 万

平方米

（

1886

宗）

， 环比增加 9%， 科慧

花园、 绿湖国际城以及誉山国际三个跑

量大盘累计成交 7.4 万平方米

（

801

宗）

，

占区域 39%的成交总面积。 除上述三盘

外， 增城其他项目月度成交均不过百宗。

中原地产研究发展部高级研究员陈庭宏

指出， 与南沙“百花齐放” 的情况相比，

增城提供给主流刚需上班族人群的选择

空间有待改善。

此外， 由于增城整体供货结构处于

调整期， 因此更多一手置业需求转移至

番禺、 南沙两区， 带动滨海新城、 亚运

城两个大盘抢占 8 月成交 TOP10 冠、 亚

军。 另一方面， 受 21 号线全线贯通利好

刺激， 部分买家加快对知识城、 朱村等

沿线板块项目的购入， 带动如科慧花园、

万科幸福誉、 龙湖双珑原著项目成交。

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 8 月底， 成交

略有回声， 上周广州共网签 1552 套， 环

比上升 13.04%； 网签面积为 167703 平，

环比上升 11.84%。 但从今年走势来看，

开年至今 33 周平均单周网签量为 1629

套， 近三周的网签量均低于平均水平。

根据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调研发

现，目前广州市场上项目调价仍属于“个

别行为”，而且调价主要方式为 “特价房

促销 ”，即主要针对 “特定楼层 、特定户

型 ”。 单个项目全面下调价格的占比较

少， 且全面调价的主要原因为早前定价

过高，目前理性回归。从调价项目区域分

布来看， 促销行为主要集中在距离市中

心较远、区位条件一般的楼盘。

从

8

月网签情况来看， 这一类带有

明显缺点的项目调价并未对实际成交带

来明显影响，当前环境下，买家入市判断

更加理性， 不会因为价格调整而 “一窝

蜂”入市。 另一方面，市内不少热门板块

项目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如广钢货量充

足的项目，整体优惠幅度、促销力度反而

比上半年

3～5

月有所收窄；增城朱村、黄

埔知识城部分临近地铁的项目，借

21

号

线即将贯通至天河的“东风”，价格强势，

但仍吸引不少买家入手。

———中原地产研究发展部高级研究

员陈庭宏

广州楼市成交持续

4

个月保持

7000

宗水平。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