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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假期楼市推新“抢跑”“延后”现象明显，间接压缩了“十一”黄金周的推盘数量和成交。 网易房产数据中心监

控阳光家缘数据显示，2019年国庆假期(10 月 1日至 10 月 7 日，下同）广州一手楼网签成交 617 套，网签面积为 62183

平方米，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5.95%和 7.49%。二手住宅成交由首置刚需客群支撑假期区域整体行情。展望后市，分析认

为，以自住买家为成交主力的广州楼市，实际上并不缺乏购置需求支撑，大批实力买家等待“合适单位”置业。

一手住宅

成交套数面积同比略降 三成项目“让利促销”

网易房产数据中心监控阳光家

缘数据显示，2019 年国庆假期广州

一手楼网签成交 617 套， 比去年同

期的 656 套减少 39 套， 同比下降

5.95%； 外围五郊区依然是成交主

力，共计成交 431 套，中心六区则成

交 186 套。

同源数据显示，2019 年国庆假

期广州一手楼网签成交面积 62183

平方米， 比去年同期的 67217 平方

米减少 5034 平方米， 同比下降

7.49%； 中心六区成交面积为 18265

平方米， 外围五郊区成交面积为

43918 平方米。其中，增城夺得销冠，

共成交 252 套， 成交面积为 24762

平方米。

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通过对全

市 23 个“旧盘加推”项目调研发现，

“十一”推售价格与最近 3 个月持平

的项目 13 个，占比达 56%。 与 3 个

月前对比，价格让利的项目 7 个，占

总量的 30%。 让利幅度集中在 4%~

7%，普遍采取“特价房”“一口价”方

式刺激成交。

此外，部分地铁、规划利好，土

拍热区以及库存紧张的板块， 价格

表现坚挺。 地铁利好板块如知识城

（

21

号线即将贯通至天河）

， 土拍热

区如大坦沙、广钢等，开发商表示国

庆后调价的可能性比较高。

区域踩盘

全新板块项目偏向延迟入市

统计显示，今年国庆前全市约 16 个全新盘达到入市要求，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全新盘仍普遍倾向于国庆假期过后才投入

市场。分析认为，开发商需要更多时间为全新盘“造势”，为项目

销售做铺垫。 纵观所有区域，也有不少亮点。

南沙：金洲 -蕉门河新货供应放缓

“十一”期间，南沙市场热度较高的板块为金洲-蕉门河及

黄阁。 其中，金洲-蕉门河板块今年仅越秀滨海新城、越秀天

珹

等少量一手项目在售，项目销售认为金洲具备学位、配套优势，

均价已属“洼地价”，因此金洲板块一手住宅“十一”优惠手段并

不明显。

从现场气氛来看，不少买家当天下订，销售中心整体人气

处于较为踊跃的水平，可见买家对金洲板块认可度亦较高。 广

州中原研究发展部认为，虽然近年黄阁、东涌等板块推地较多，

但总体而言金洲板块各方面生活配套均相对成熟。 对比金洲，

标杆地板块灵山岛配套、发展沉淀仍需时日。从长期来看，南沙

金洲已经没有新的大体量地块挂牌建设，这意味着未来金洲一

手推新周期将更长。 因此，金洲在售一手项目将越来越“有价

值”。

天河：公寓市场“热闹”

天河主要一手住宅项目兰亭盛荟于 9 月初开盘抢跑，成交

活跃，而珠江花城于 9 月 7 日、9 月 21 日分别“抢跑”累计推出

400 套单位，故国庆期间现场客户不算多，成交节奏平缓。 有业

内人士认为，区域新房短缺，开发商后续销售压力不大，导致天

河住宅盘除小量限时折扣优惠外，并无大规模促销活动。

相比之下，天河公寓市场则显得相对热闹。其中，公寓产品

断供三年的智慧城板块，今年“金九银十”终于有两个新盘入

市，加之地铁 21 号线即将开通的利好，刺激板块关注度提高。

其中，联泰·天河 YOHO 于 8 月下旬开盘，跑量可观，截至 9 月

底项目北塔几乎售罄，南塔顺势推售，虽无太大优惠力度，但成

交亦较为理想，国庆期间仅少量单位可选；而同属智慧城板块

的天河云商汇与联泰·天河 YOHO 同台竞争， 国庆“积极吸

客”。 此外，位于广州大道北的远洋天骄广场，凭借区位条件优

势，国庆期间亦获得不少买家青睐。

荔湾：项目价格坚挺

大坦沙一楼盘销售表示，荔湾区位价值、配套、发展规划前

景“俱佳”，项目基本不会降价；此外销售人员表示目前荔湾主

要一手项目发展商资金储备实力均较雄厚，不急去货，不缺钱，

也不会互相比拼降价，大部分保持“慢慢卖”的心态。“十一”期

间，部分荔湾销售人员忙于催促此前意向客户加快完成下订签

约，以免受节后调价影响造成购房成本增加。

花都：空港区员工+本地人成购买主力

国庆期间， 距离 9 号线较近的花都湖板块现场人气较足，

其中景观资源较佳的望湖单位备受花都本地客以及经济承受

能力较强的空港员工青睐，去化较为理想。 而价位适中的汽车

城板块主要吸收花都、白云专业市场客户，除 9 号线优势外，近

期花都旧改推进亦为买家提供购置信心。

展望后市

大批实力买家等待“合适单位”

从今年国庆假期广州楼市成交情况来看， 市场存在不同板

块“冷热不均”的趋势。 对于临近地铁、生活配套成熟、规划前景

佳的区域，去化表现相当理想，如花都湖湖景房、南村万博等仍

不乏追捧买家。 相比之下，部分远离地铁、缺乏实际利好刺激、价

格与价值不符的项目，则面临冷淡局面，即使小幅让利，仍难以

吸客。

以自住买家为成交主力的广州楼市， 实际上并不缺乏购置

需求支撑，影响买家入市决定的因素还是价格，因此，接下来一段

时间，售价低于市场价的房源以及业主愿意给予较大让价幅度的

房源，对买家的吸引力仍将大于其他房源。“只要愿意以价换量，

从成交量的角度考虑，市场应该不会太差。 ”地产专家邓浩志说。

展望后市，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由

于当前包括广州在内的贷款政策都在调整， 所以实际上部分购

房者确实会观望。 但随着广州部分区域楼盘供应量的增加，预计

10 月中旬起市场交易会逐渐回暖。 ”

资讯

雅居乐主力楼盘国庆送出优惠超千万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雅居乐广佛 7 盘联合举办“时

光印记” 旧物征集活动吸引不少客户参观游玩； 国庆期

间， 广佛多盘推出不同程度的国庆限时特惠， 像狮山雅

居乐新地、 三水美的雅居乐旭辉常乐府、 容桂雅居乐万

象郡、 乐从中交雅居乐剑桥郡等盘， 销情畅旺。 据不完

全统计， 上述等雅居乐在售主力楼盘， 国庆期间累计送

出购房优惠超过 1000 万。

此外， 作为雅居乐进驻清远的首个项目———雅居乐

清远雅郡， 国庆期间两大城市展厅亦同步开放， 7 天累

计咨询人数接近千人。 作为雅居乐匠心筑造清远壹号作

品， 雅居乐清远雅郡城市展厅国庆黄金周盛大开放、 惊

艳亮相。 展厅布点清远顺盈时代广场和万达广场， 吸引

超千人关注， 现场氛围人气“爆棚”， 咨询不断。 据悉，

约 60 万平方米的匠心大城， 95~115 平方米的阔景精装

三四房即将面市。

广州国庆黄金周楼市扫描

“理性”“刚需”成关键词

成

交

情

况

由于

8

月住宅供应创春节后新低，

9

月中上旬以各区高端盘推货

为主，货量相对较少且成交体量不及郊区大盘，对整体市场拉动作用

不足。 此外，亚运城、科慧花园等跑量大盘均选择

9

月中下旬甚至国庆

前夕才推货，成交表现未能反映在

9

月网签数据上。 对于下半年回款

任务较重的房企而言，必须积极备战国庆黄金周及四季度市场，故今

年“十一”前夕及节日期间，全市货量充足、竞争激烈的板块、此前定价

过高项目大部分采取“促销手段”加快去货。

业内分析

首次刚需客成主力

外围区域表现亮眼

据合富大数据监测阳光家缘网站公

布数据统计，2019年国庆假期，广州经由

中介促成交易的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33

套，网签量与2017年同期差不多，整体交

投活跃度不及2018年同期。 市场以刚需

买家为购房主力群体， 首次置业型个案

的成交占比超过六成。因此，价格适中的

中小户型房源往往较受买家青睐。

同源数据显示， 经由中介促成的二

手住宅网签个案当中，面积在60~90平方

米和90~120平方米的房源录得较多成

交。 其中，60~90平方米房源成交占比多

达36%， 而90~

120平方米房源成交

占比也达32%。 面积

大于144平方米的房源成

交热度最低，占比不足一成。

区域市场方面，外围区域表现亮眼，

其中以花都最为突出。 国庆假期首次置

业人士入市态度积极， 带动花都区假期

二手住宅市场交投表现不俗， 二手住宅

网签量为31套。 此外，番禺、增城和海珠

三个区“十一”假期二手住宅成交表现也

相对较好，分别为23套、18套和17套。

二手楼市

业内分析

三季度末四季度初是一手住宅市场集中推货的时期，因此，市场关注的

重点往往集中在一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的关注度相应有所下降，从而影响

到二手房市场的交投热度。 刚刚过去的

9

月，广州经由中介促成交易的二手

住宅网签量不足

4800

套， 这已是自

7

月以来连续两个月二手住宅网签量低

于

5000

套水平。

“十一”假期外围区域表现较好的原因在于，广州假期二手住宅市场主力

买家群体以首置刚需买家为主力，因此，价格因素是买家决定是否出手购房

的主因。 与中心区相比，这些成交行情较好的外围区域，楼价与市中心同类房

源相比，仍存在一定价差优势，对买家形成吸引力。

商业地产 广州各类商业成交有所回落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各类商业物业网签

数据同比均有所回落。合富大数据统计显示，写

字楼成交4207平方米， 公寓及商铺则分别成交

量为23453平方米及24622平方米。

此前两年黄金周写字楼市场网签均主要由

大手交易构成，2017年主力盘为保利鱼珠港及

华新智汇，2018年则为增城誉山国际。今年大手

交易在黄金周前期已有所释放， 至黄金周则有

所回落。

公寓方面， 今年黄金周公寓市场同比下降

三成左右，实际上去年成交量中有近1.9万平方

米为远洋天骄广场大手交易。 因此若单论散货

成交，同比仍大幅超越去年及前年水平。商铺市

场成交量超2.4万平方米，其中有约1.1万平方米

来自增城区明星村、 谢屋村等安置社区的内部

交易。

业内分析

合富辉煌（中国）商业地产总经理张

智斌指出，一方面商用物业不同于住宅，

成交受节点影响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主

要由于商用物业去年黄金周期间刚好都

有大手交易显现， 因而对比之下今年黄

金周，写字楼及公寓缺乏大手支撑，成交

同比有所减少。

相关链接

一线城市成交情况分化持续

房地产大数据应用服务商克而

瑞研究中心8日公布的监测数据显

示，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30个典型

城市新增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67

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微增3%。各线

城市成交量皆有回升， 其中一线城

市暂以9%的同比涨幅居于首位。

分城市来看，据克而瑞统计，一

线城市国庆期间累计成交约12万平

方米，显著好于去年同期。 其中，北

京、深圳同比皆有上扬，北京主要得

益于限竞房的集中入市， 刚需得以

稳步释放；深圳同比大增80%。上海、

广州的成交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回

落，一线城市间的分化在持续。

二线城市成交量大多增长，三、

四线城市分化明显。 其中，青岛、济

南、 杭州的成交量同比增幅均超过

100%；受较低基数的影响，温州、扬

州、莱芜等城市成交明显放量，同比

皆倍增；佛山、肇庆、江门等城市市

场热度明显不及去年同期；莆田、茂

名、韶关、惠州等城市购房热情相对

高涨，成交量稳中有增。

克而瑞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杨科

伟认为，“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的政策主基调依旧，叠

加10月落地的房贷利率新机制执

行， 虽然国庆黄金周期间数据层面

整体向好，但市场观望情绪依旧；另

一方面，房企降价“跑量”冲刺业绩

也一定程度让市场升温。 未来市场

将继续趋稳。

展望未来，杨科伟表示，一线城

市成交量将迎来小幅回调， 总量仍

有望高于2018年。 二线城市整体维

稳，中西部刚需和改善需求仍有待

进一步释放，诸如重庆、武汉、郑州、

成都、昆明、兰州等这种去化周期较

短、供需旺盛的城市，四季度成交有

望冲高。 三、 四线城市成交量将稳

步回落，城市表现将出现分化，部分

环一线和热点二线的三四线城市，

成交热度或将维持较长的一段时

间。

国庆黄金周，广州楼市趋于理性，刚需买家为

购房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