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本版制图：林燕芳

2021.11.26��星期五

B04

·新东莞

·楼市

新规频出遏过热 东莞楼市趋理性新规频出遏过热 东莞楼市趋理性

东莞经济稳步增长，冲刺进入“双万时代”（千万人口 + 万

亿 GDP）的同时，也稳住了去年一度高歌前行的房地产市场。今

年以来，东莞房地产调控新规频频出台，打好政策补丁，遏制了

房地产市场过快过热发展的势头。

数据显示， 今年 1~10 月东莞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共网签

36709 套，成交量处于五年内同期平均水平；1~10 月新建商品

住宅（地面建筑层数超过 4 层）网签均价为 26020 元 / 平方米，

自 7月份以来轻微下调，楼市总体表现趋向理性、稳健。

业内人士认为，临近年底，房企为冲刺年终业绩加大推货

量，东莞楼市住宅市场迎来一波供应热潮。 由于当前市场观望

氛围浓厚，房企资金回笼压力加大，随着竞争加剧，市场以价换

量的趋势或蔓延开来。

政策：

调控新规频出 稳控市场预期

自今年春节以来，东莞楼市调控

不断，房地产各个环节均受到不同程

度的政策收紧。 今年第三季度，调控

新规更是密集出台，如 7 月 9 日发布

了房价备案新政、8 月 2 日发布“莞八

条”、8 月 7 日发布“三限房” 试点方

案、9 月 9 日发布土拍新规等等，对症

下药，多方位遏制房地产过快过热发

展。

在“金九银十”期间，为多方位稳

控市场预期，东莞又接连发布了“东

莞市商品住房价格地图”、 启用购房

意向登记系统、出台二手住房交易参考

价格发布机制等三项新规。 如“东莞市商

品住房价格地图”，地图中标识价格作

为未来住宅用地限房价出让的重要

参考，将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也有

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土地竞拍前

核算经济成本，减少金融风险。

“过去房企拿地过分参考二手房

挂牌价做评估测算，一手房价地图和

二手房参考价发布将促使房企重新

理性审视、谨慎拿地。 最新公示的二

手房交易参考价中，大部分项目参考

价为真实成交价的七五折（较多区域

小区参考价比真实价低 1 万元左右/

平方米），预计银行也将参考该二手房

参考价开展业务，将影响客户的购房

门槛大幅提高，预计二手房交易遇冷，

加速二手房价格下行调整。 ” 业内人

士说。

该人士认为， 过去由于市场信息

不对称，导致各方乱象频出，不断哄

抬房价，现在政策要尽量做到信息透

明，加强市场调节，合理引导预期，所

以这三项政策出台，有利于做到公开

公正公平，有利于防止哄抬房价行为，

防止出现“茶水费、排队费”等市场乱

象，有利抑制打新热，响应了中央“房

住不炒”精神。

数据：

上涨预期得到控制 楼市良性发展

经历了数月的高频率和高强度

政策洗礼后，东莞房价上涨的预期基

本得到控制。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官网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1~10

月， 东莞全市新建商品住房网签共

36709 套， 其中地面建筑层数超过 4

层的新建商品住宅有 36373 套； 新建

商品住宅（地面建筑层数超过 4 层）网

签均价为 26020 元/平方米；其他新建

商品住宅（地面建筑层数 4 层以下）网

签均价为 31270 元/平方米。

其中，今年 1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

（地面建筑层数超过 4 层） 共签约

7478 套， 网签均价为 29242 元/平方

米；其后一路降温，签约套数在 2000~

4000 套之间， 网签均价在 26000 元/

平方米上下浮动。 与高峰时期的 1 月

份相比，签约量大为减少，均价也降

低了约 3000 元/平方米。由此可见，调

控新政正在起作用，东莞楼市的火热

势头得以遏制。

业内人士分析，出现这种新变化

的原因在于：其一，“莞八条”新政持

续效应， 以及首付来源严查等影响，

市场看跌情绪较浓， 有效需求减小；

其二，推新项目多以毛坯备案，外加

装修，客户首付门槛提高，抗性相对

较大；其三，除了个别项目明显降价

外，大部分项目优惠力度偏小或稳价

销售；其四，局部区域潜在新盘吹风

价明显低于预期，因此部分客户观望

等待。

到了 10 月份，由于“人才房”等特

殊房源集中网签，加上全国多地政策

“暖风”频吹，东莞房价促销力度加大，

以及部分热点项目成交较好，因此东

莞新房网签量开始小幅好转，签约套

数为 4367 套， 均价为 26654 元/平方

米。 合富大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东

莞一手楼市成交量处于五年内同期

平均水平， 楼市总体表现趋向理性、

稳健。

二手房：

市场预期下降 交易回归理性

二手房市场方面，今年以来，房地

产金融强监管态势延续，银根紧缩、审

贷趋严，二手住房贷款、交易受到很大

影响。

另外，受新政影响，业主预期快速

转变。 8 月 2 日东莞“莞八条”调控加

码，除了限购补丁外，二手房交易增值

税由 2 年延长至 5 年， 大幅增加二手

交易门槛，客户观望情绪加浓，需求明

显萎缩。 9 月底，二手住房交易参考价

格发布，对高价房源冲击明显，促使二

手房市场预期下降，交易回归理性，同

时加剧客户看跌心态， 进一步抑制二

手市场交易。

据中原地产研究院对贝壳平台挂

牌房源监测显示，8 月 2 日~9 月 30

日，出现降价的房源 3610 套，南城、虎

门、东城、樟木头这些热点板块降价房

源均超 300 套。 二手房价下行调整幅

度加大，总价下降超 20 万的房源明显

增多，降价 10 万以内的房源大部分降

幅在 5 万~10 万元。

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是由于“莞八

条”公布后二手住宅挂牌价有所下调，

部分一次性付款房源业主让利幅度加

大，加上二手房交易参考价出台，进一

步促使二手房挂牌价出现下行调整，

热点板块调整最明显。此外，10 月分开

始一手新房降价促销力度明显加大，

对二手需求分流明显。

据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10 月东

莞二手住宅过户量高位回落， 跌至历

史低位，环比下跌 74%，同比下跌 65%，

各镇街跌幅普遍在六至八成， 热点的

镇街集中在常平、樟木头、东城、南城，

其中仅两个镇街过户量超 50 套。 在成

交价方面， 二手房签约均价为 17889

元/平方米，价格环比下跌 11%。

展望：

年底迎来供应潮 以价换量或蔓延

据东莞中原大数据 ，11 月东莞

楼市住宅市场迎来一波供应热潮 ，

据不完全统计，有超 5000 套新品入

市， 比 9 月、10 月的推新量几乎翻

倍。此外，过去 5 个月东莞整个供求

比为 0.76:1，市场明显供过于求，竞

争激烈。

在调控政策加码的影响下， 市场

持续低迷，客户观望气氛浓厚，需要房

企给予足够大的优惠来刺激入市。 加

上年底渐近， 房企资金回笼压力显著

增大，近期已出现万科、奥园、新城控

股等多个品牌房企纯新盘项目纷纷低

开入市。 再结合近期东莞土地市场降

温流拍，将影响市场预期进一步下滑，

预计供应放量态势会延续至年底，届

时竞争加剧， 预计越来越多房企项目

会以价换量。

分区域来看， 由于市场整体进入

下行调整期， 区域分化以及项目分化

将会加剧。 热点区域受供求关系影响，

成交形势保持良好， 如长期以来供应

紧缺的松山湖仍是市场热点。 其他区

域整体成交呈现低客量、低去化、低转

化， 年底抢客战将越演越烈，“以价换

量”程度将会加深。 由于客户观望情绪

浓，抄底心理强烈，预计特价房优惠力

度较大的项目成交相对突出， 市场热

点向品牌、品质、高性价比集中，项目

分化加大。

合富辉煌东莞分公司有关负责人

认为，如今东莞楼市收紧政策基本“筑

底”，进入年底，市场观望或呈现逐步

减淡的趋势，压抑的需求将逐步释放。

从城市整体实力而言， 东莞楼市有强

大的产业人口支撑， 楼市供应总体偏

紧，房价总体表现稳定，城市发展潜力

仍被积极看好。

某楼盘吸引了众多看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