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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东莞楼市超30个项目推新

预计推货量约6800套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各房企积极推新迎“金九”。 据东莞

中原战略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显示，9

月东莞楼市将有 32 个项目推新， 推货

量合计约 6800 套，市场供应明显放量。

从区域角度看， 松山湖片区持续发力，

供应量最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9 月楼

市传统旺季到来，房企抢跑意图明显，9

月东莞楼市将迎来推货高潮，成交或持

续维持相对高位，预计“金九”可期。

松山湖片区为供应主力

据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不完全

统计显示，9 月东莞楼市将有 32 个项目

推新，推货量合计约 6800 套，环比上月

大幅增长 85%，市场供应明显放量。 从

区域角度看， 松山湖片区持续发力，供

应量最大，供应近 2300 套，占全市比重

分别为 33%。 9 月预计将超 10 个纯新盘

上市，万科、保利和华侨城等多个知名

房企项目推新品，市场竞争激烈。

“供应明显放量， 大岭山和寮步发

力显著。 ”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 为了迎接传统销售旺季，开

发商纷纷积极推货。 洋房依旧为供应主

力，别墅仅招商雍华府入市。 松山湖片

区供应量最大，其中大岭山和寮步明显

发力，推货量均超 900 套。 多个镇街均

有两个盘以上推新，届时市场竞争较为

激烈。 从产品类型来看，以刚需型洋房

为主，商办、别墅也有少数项目加推。

从洋房产品数量上来看，推货量最

多的是松湖碧桂园，预计推出建筑面积

约 85~125 平方米的洋房，共 576 套；其

次是珠江万科城，预计推出建筑面积约

77~95 平方米的洋房，共 400 套；中泰峰

境也将推出 370 套建筑面积约 87~106

平方米洋房。 另外洋房推货量在 300 套

以上的还有万科汉邦松湖半岛、裕大知

府、安联尚璟。 其中，万科汉邦松湖半岛

预计推 300 套建筑面积约 75~119 平方

米洋房；裕大知府预计推 340 套建筑面

积约 93~122 平方米洋房； 安联尚璟预

计加推 301 套建筑面积约 90~119 平方

米洋房。 洋房推货量预计在 200 套以上

的项目则相对多些。 具体包括：虎门印

象、保利松湖和府、招商雍景湾、

松湖之光、丰华珑远翠珑湾、中

海十里溪境等多个项目。

全新上市项目超过十个，

包括湖景 12、 万科汉邦松湖半

岛、华侨城纯水岸、源悦、紫云

壹号、松湖之光等等。

供应大增“金九”可期

业内人士认为， 传统旺季

到来， 房企抢跑意图明显，9 月

东莞楼市将迎来推货高潮，特别是全国

百强品牌房企主导市场，有望进一步激

发需求入市， 成交持续维持相对高位，

预计“金九”可期。 品牌房企百花齐放，

纷纷抢占“金九”，市场竞争尤为激烈。

高价区域的项目，预计部分客户明显观

望，在客户畏高情绪影响下，需求将涌

入价格洼地， 或流向东莞一些价格洼

地，预计东莞房

价在 2 万元以

下的项目迎来

一波消化机会；

或流向广州南

沙 、增城、惠州

等价低且政策

宽松的区域。

另外，投资

需求仍然活跃，

住宅市场调控升级下公寓和写字楼迎

来一波市场机会。 东莞市场调控升级加

码令到部分投资者恢复理性，由于公寓

不限购不限贷不限售，门槛低，且通胀

预期带来投资需求活跃，预计住宅投资

热会转向低门槛的公寓市场，公寓或迎

来一波市场机会， 甚至写字楼也有机

会。

东莞严查中介收取“茶水费”

只要交付 10~30 万元，就可取得

某指定热门楼盘房源的选房指标或

优先选房机会？ 近日，东莞市住建局

下发了《关于防范兜售新建商品住房

房源指标行为的提示》

（以下简称《提

示》）

，《提示》提醒：任何以提供“获取

选房指标”“锁定房号”“优先选房”服

务为由收取金钱的行为，都涉嫌违法

违规， 如市民遇到上述违规行为，请

尽快向公安部门和住建部门举报。

违规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近期， 市住建局接群众反映：个

别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和社会

人员向意向购房人兜售新建商品住

房“房源指标”，并拟收取数万元至数

十万元不等作为取得“房源指标”的

服务费。

市住建局收到上述举报后，立即

协同公安部门对相关经纪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进行调查， 发现涉案经纪

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确实存在宣称

只要交付 10~30 万元

（根据房源面

积大小而定 ）

就可取得某指定热门

楼盘房源的选房指标或优先选房

机会的行为。

据介绍， 违规行为具有以下特

征：违规人员

（包括中介人员和房企

销售人员 ）

一般通过发布微信朋友

圈、微信聊天对话、销售现场私谈等

方式，向客户兜售“房源指标”。 通常

承诺“若选房

（购房 ）

不成功，服务费

可退还”，以降低客户防范意识，营造

诚信形象。 若客户相信，则要求缴纳

服务费。 有的中介为提高客户好感

度，甚至谎称先安排客户选房，选上

再交钱、选不上不收钱。

谎称提供“内定”服务骗取钱财

《提示》称，中介人员抓住客户购

房意愿高的心理，谎称提供“内定”服

务，骗取高额服务费。 如客户通过正

常手续最终成功购房，根据客户与违

规人员的前期约定，违规人员就“空

手套白狼”得到一笔“服务费”了。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提供

“获取选房指标”“锁定房号”“优先选

房”服务为由收取金钱的行为，都涉

嫌违法违规。 倘若市民怀着“买个心

安”“试试无妨”的态度向这些违规人

员支付了金钱，就有可能被“忽悠”，

最终被白白骗取了钱财。

如市民遇到上述违规行为或已

经因上述违规行为付了款，请尽快向

公安部门和住建部门举报，并提供相

关证据， 及早制止违规行为发生，挽

回不必要的损失。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宏远帝庭山加推

70~149平方米二至四房产品

9 月 12 日， 宏远帝庭山盛大加推，

69 栋新品现楼洋房开盘， 推出 70~149

平方米二至四房产品。 数百名客户齐聚

一堂，共同见证了本次新品加推时刻。

帝庭山建面近 30 万平方米，容积率

1.78，是目前市面上少见的生态大盘，欧

式园林精工匠造，因地取景错落有致，龙

形水景点缀风光， 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

心雕琢。项目揽桥头人文底蕴，是桥头高

知人群聚集居所，圈层魅力不显自彰。

项目自身规划有近 1 万平方米社区

商业，内部更有游泳池、篮球场 ,儿童乐

园等配套，能满足业主日常生活需求 10

分钟， 即可到达桥头中心区享中心配套

资源。

对准业主们而言， 选房不只是选择

一套房子，更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选房时刻，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就绪，为客

户提供专业的讲解服务，以耐心真诚的

态度，解答客户的每一个疑问。 签约

认购区内同样人声鼎沸，选到房源的

客户，有序地办理认购程序。 项目负

责人表示，有序而又热情的新品加推

现场，证明宏远帝庭山获得了市场和

客户们的认可。 宏远帝庭山将以更优秀

品质和真心服务， 为业主的幸福生活助

力。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东莞房企积

极推新迎 “金九 ”

（文图无关）。

宏远帝

庭山新品加

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