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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二手房成交量
环比微涨

■ 12 月是传统“冲量”季 或有一波回升

杭州市二手房成交量在 10 月跌入低
谷，以 2938 套惨淡收场，而上个月，二手
房成交量终于止跌。截至 11 月 28 日 22
点，11 月市区（含富阳不含临安）二手房
成交量为 3167 套，已经超过了 9 月和 10
月的数据。
与此同时，中介门店的客户来访量
有所增加，二手房价较今年高点回调之
后，也开始趋于稳定。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二手房阶段性
的底部已经出现，接下来将会在底部徘
徊一段时间。
记者 周天意
数据支持 中国指数研究院杭州分院

相较上个月，本月二手房的成交量开
始止跌。
“基本维持在单周 800 套左右。
”
中
国指数研究院分析师告诉记者。
负责余杭闲林、五常、未来科技城以
及老余杭板块的我爱我家门店的庄经理
透露，10 月余杭这四个区域成交量的总和
仅有 120 套，而 11 月成交量已经达到 150
余套。
庄经理表示，
“ 门店的来访量也比上
个月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个月，一家门店
日均来访量只有个位数，11 月大部分门店

据观察，进入 11 月以来，二手房的降价
幅度便开始逐渐缩小。从 11 月的成交价来
看，与 10 月份相比基本维持稳定。
对此，我爱我家临平门店的周经理也
表示赞同：
“ 这段时间房价基本上比较稳
定。”
当然，11 月跌幅缩小，建立在过去几个
月杭州二手房价已经跌去 15%左右的基础
之上。
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板块的二手房
均价已经回到去年年末甚至更早的水平。
比如闲林、五常、未来科技城以及老余杭几
个板块的二手房，大部分均价相较于 6 月份
的高点下降了 15%左右。
周经理也表示，目前临平北板块部分
老小区二手房成交均价已经回归到了去年
年末的水平，相较于今年 6 月下降了 15%左
右。

■ 降价幅度开始收窄

比如金都夏宫，7 月份一套 135 方的洋
房成交均价在 24810 元/平方米，但近期成
交均价都在 20000 元/平方米—22000 元/平
方米，跌幅在 12%左右。
在这轮跌势中，总结起来，有几类二手
房跌幅较大。
杭州市区的朝晖、翠苑等小区由于没
有很好的配套和学区，因此降幅较大。像
三里亭苑四区，9 月成交均价还在 4 万元/平
方米以上，但 10 月成交均价只有 3.5 万元/
平方米；景芳五区也是从 4 万元/平方米，下
跌至 3.5 万元/平方米；
像临平城区的荷花塘、梅堰、邱山等老
小区较多的区域，也是降幅较大，与 6 月份
相比下降了约 17%。
另外，根据透明售房网每周公布的成
交小区排行榜来看，三墩的经济适用房常
常排在前三位。我爱我家亲亲家园门店的

每天都有十余位购房者前来探寻行情。”
其实，年底本身就是不少购房者会选
择的买房时机。
“经过下半年的价格调整，
一些购房者认为已经到了可以下单的时
机，有些则是因为临近年关了，有个买了
房了却一件大事好过年的心理。所以一
般来说，
临近年末会出现一个小高峰。”
“经过之前几个月的降温，
杭州目前整
体上二手房成交量趋于稳定。12 月，可能
还会出现一波冲量。
”
庄经理说。

一大波开盘来袭
楼市开启年底冲量模式
（记者 周天意 杨荣） 2018 年的楼市
让人有坐了把小型过山车的感觉。上半
年火热，每个人都在盘算着去买房和摇
号，年中之后却慢慢降温，直到 12 月甚至
出现了不少“0 登记”楼盘。根据传统，12
月是冲量阶段，将迎来商品房供应高峰，
有大量楼盘入市可售。
12 月余杭区有许多项目即将首开。
绿地艺尚府位于地铁翁梅站，是绿地集团
负责操盘的项目。预计首开面积 89——
120 方，
均价在 23000 元/平方米左右；
位于中泰的中锐招商·星未来也将于

经纪人小张认为，三墩的经济适用房有一
部分小面积、低总价的房源，且就价格来
说，2.5 万元/平方米的均价并不算高。
“其
实，年中的时候，这批房子已经卖到接近 3
万元/平方米了，甚至超过了区域内的新房
价格。现在行情差了，这类房源并不抗跌，
价格便开始回归理性。”
小张说。
对于接下来杭州二手房的价格，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荆海燕判断：
“ 临近年末，
不排除一些房东急售，会调整价格，但毕竟
这部分量比较少。大多数房东和买家目前
都处在观望期，接下来有一批次新房流入
市场，而有的板块新房价格低于二手房价
格，所以对于价格的反弹会有压制。接下
来的 12 月，以及明年一季度，大部分板块的
二手房还是会在阶段性的底部徘徊。”

12 月首开，推出户型 115、125、143 方的洋
房;
金辉蓝光·星奕云著位于星桥板块，
今年年中就传出要开盘的消息，直到本月
终于确认了开盘信息;
远洋西溪公馆位于文一西路与荆长
大道交汇处，预计 12 月推出面积为 90—
130 方的小高层房源;
新湖香格里拉位于良渚，是高端的低
密度改善项目，12 月将加推叠排，面积约
为 130、140 的小户型叠排，非常适合首改
的需求。

余杭区 12 月开盘一览
楼盘地址

楼盘名称
中锐招商·星未来

中泰街道中泰路与康泰路口东面

绿地艺尚府

翁乔路与羊头坝路交汇处

祥生绿都·京杭府

崇杭街与里洋路路口（京杭大运河岸）

融信·沐澜

良渚新城康良路与杜文路

金辉&蓝光·星奕云著

临丁路与星源路交汇处

远洋西溪公馆

文一西路与荆长大道交汇处

新湖香格里拉

东西大道
（良渚西南大观山果园农场腹地）

趣味运动会欢乐多

无敌风火轮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沈莉
娟）当平日里端坐在办公室、忙碌在一线的
干部职工们换上运动装，变身为运动场上
欢脱的精灵，一个个会焕发出怎样的风采？
为推动和丰富房管处文化体育活动，
培养干部员工竞争意识和顽强拼搏积极合
作精神，区住建局房管处工会日前举办了
趣味运动会。吸乒乓球、一圈到底、沙包头
准、跳长绳、指压板运输、无敌风火轮……
一个个充满趣味的项目瞬间让现场“燃”了

起来。比赛现场趣味横生，大家齐心协力、
奋勇争先，在团结合作中完成一个个“高难
度”项目，也在一次次的拼搏中收获了几多
欢乐。
一次趣味运动会，不仅丰富了员工的
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了员工体质、促进了员
工间的相互友谊，同时也增强了员工的凝
聚力，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热情和积极性，使
大家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紧张的
工作中。

余杭区楼盘销售前十强
（2018 年 11 月 28 日-2018 年 12 月 5 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套数

1
2
3
4
5

悦贤里
和光尘樾轩
久尚云筑
康良祥云府
嘉悦府

108
82
77
26
16

成交均价
序号
（元/平方米）
18497.37
24451.67
25728.88
27784.02
17295.41

6
7
8
8
10

项目名称
东海水景城领翔阁
云学君里
果岭花苑好山居
江都南悦府雅境居
时代天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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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数

成交均价
（元/平方米）

11
10
8
8
5

23768.86
13968.00
25979.07
21539.44
3105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