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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快讯

或许谁都没有想到，2018年的杭州二手房市场会
像过山车。从上半年房东们涨价惜售，到下半年挂牌
狂增、成交量暴跌，仿佛不过就在一夜之间。截至 12
月31日，今年杭州市区（含富阳不含临安）二手房共成
交71548套，相较于去年的118492套减少了约四成。

相对于政策频出的新房市场，二手房的成交价更
多是由买卖双方的博弈决定，更能准确地反映市场。

2018年二手房市场的开局是一个小阳春。4月，
受摇号刺激，杭州多个热盘出现超低中签率，购房者
转投二手房。数据显示，4月杭州市区（含富阳不含临
安）二手房成交 10498套，创下 2017年 9月以来新高。
5月势头不减，成交量高达10952套。

下半年市场降温，二手房月成交量连续大跌，
2018年 10月二手房成交量仅为 2938套。与此同时，
二手房市场价格松动。截至2018年11月，与6月的成
交均价相比，大部分区域的二手房成交均价已下降了
10%以上，部分板块跌了15%左右。

杭州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18
年 3月底，杭州市区二手房总挂牌量才 2.5万套，下半
年挂牌量激增，截至10月20日，新增3.9万套。其中，
建筑年代为2008年之后的次新房占比51%，是二手住
宅挂牌主力。大量次新房挂牌，说明前两年的投资客
中，有不少开始挂牌出货套现。

9月以来杭州二手房市场月均成交量仅 3000余
套，有的门店一个月都开不了一单。在这样的行情
下，房产中介经纪人纷纷离职，或转行，或跳槽。

不过此时，链家地产却像黑马横空出世，链家旗
下的品牌“德佑地产”上半年才进入杭州，目前已超过
160家门店开业，扩张速度惊人。

数据显示，2018年我爱我家、豪世华邦、链家地产
三家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46%、19%、17%，不过该数
据中不含链家旗下品牌德佑、大屋等成交量，如果加
上，链家已经超过豪世华邦，市场份额位列第二。

去年楼市跌宕入戏
2019让我们且行且看

新旧年交替，依然有很多朋友来询问，

买哪里的房好?想改善有哪里可推荐的？

2019年是不是可以投资了？……尽管2018
年的楼市像一部魔幻电影，但很多人心中买

房的愿景依然在。我们来看看，刚刚过去这

一年，发生了什么。

记者 周天意

上海出让纯租赁住房用地
累计达57块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获悉，截
至目前，上海市租赁住房用地出让累计达 57块。
上海地产摘得 11幅，在所有拿地企业中位居首
位。

2017年 7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纯租赁住
房用地。目前，2018年上海市租赁住房用地交易
已收官。数据显示，从去年7月至今成交的57块
租赁住房用地，将至少提供 51679套新建租赁房
源。目前部分地块已经开工。

数据同时显示，纯租赁地块几乎均为底价成
交，楼板价约为周边地价的两成。除公开市场出
让的租赁地块所建房源外，上海租赁住房的房源
还来自存量更新改造转化类项目，以及代理经租
房源等。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新表示，上海
所推租赁用地布局基本在产业园区、校区、商务
密集区、交通枢纽附近，多数在外环线以内的中
心城区。上海正发挥国资国企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通过在园区、校区建租赁用房，推动城市功能
转换的机遇，实现上海的职住平衡。

2019年元旦小长假第一天，一楼盘置业顾问只带
了两波看房的客人，也就是往年小长假的零头。“最近
二手房人们看得少，市场偏向于新房，所以我们2019目
标是多带看新房。”她说。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2019年元旦小长假前两日即
2018年 12月 30日、31日，上海商品住宅分别网签 258
套与243套，较2017年同期的156套与57套，分别上涨
65%和 326%。广州方面，前两日商品住宅分别网签
1790套与 297套，较 2017年同期的 385套和 91套分别
上涨 364.9%和 226%。深圳方面，30日网签 62套，较
2017年的 90套同比下降 31%，31日网签 70套，较 2017
年同期的 60套上涨 16%。北京市场网签暂停，30日住
宅网签只有4套。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整体来看，一线
城市 2019年元旦假期期间市场网签成交量与 2018年

元旦相比有所上行，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年末大部分房
企集中签约冲刺。从市场趋势看，2019年一线城市市
场将继续低迷。二线城市也将维持平稳降温，2019年
全国房地产市场开门遇冷已成定局。

张大伟介绍，2018年北京成交 24971套，刷新年度
最低纪录。对比 2017年供应少，2018年供应井喷的情
况下，成交量萎缩带来库存大幅度上涨。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卖出去的房
子不会凭空消失，尽管当前库存水平较低，但它仍将成
为房地产市场的潜在供给。因此，今后可能就会面临

“跌价补库存”，即当新开工面积大于销售面积的时候，
开发商就进入被动补库存模式。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日前在第八届
“责任地产”高峰论坛上表示，虽然房企业绩比较抢眼，
但对未来有不确定性，加上还有一些外部环境的调整，

所以企业的融资难度也在加大，融资的成本在上升。
另外，有不少的企业存在着流动性或者是高杠杆带来
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也
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抵押贷款还款违约的风险
可能会有所增加，有关方面需要做好防范或应对。在
他看来，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的过快增长已经对住房
以外的消费、生产和投资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挤出效应，
而实体经济回升缓慢、宏观经济持续下行或导致不能
按时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有所增加。

在此背景下，刘洪玉说，未来重点完善基础性的住
房制度，构建稳定市场的长效机制。目标在于房住不
炒、住有所居；同时市场稳定，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最后实现整个房地产业的稳定。

（刘觅觅）

新房市场跌宕如戏

2018年上半年，各大售楼处人满为患，销售
员闭着眼睛就能卖房；下半年，则从大排长队报
名摇号，到部分楼盘“个位数”“0登记”流摇……
起起落落之间上演的一出出剧集不可谓不魔幻。

某个前 20强房企营销负责人在 2个月前对
记者感叹：“一年前招进来的年轻销售员，适应不
了现在的市场了。他们一进来，就面临疯狂的市
场，觉得卖房子实在太容易了！现在形势变了，
年轻人一下子接受不了，而老的销售员，经历过
市场的起落，心态就比较平稳。”

这位营销负责人负责杭州多个楼盘的销售，
8月，行情已经在下行，但他在临平的楼盘要开始
蓄客了。“当时就决定尽快开始蓄客，加快推广节
奏，先把外展点铺开，能抢一批是一批。”于是，推
广时间提前、蓄客渠道广铺、开盘时间提前，样板
区还没完全打造好，这个项目就已经开盘两次。

这位负责人认为，过去这一年的房地产市
场，就是一出情节跌宕起伏的剧集，在这种情况
下，能够试炼出那些对市场敏感、并且能够迅速
决断的操盘手，只有提早做准备，快速调整销售
策略，不求“C位出道”，起码能相对的迅速出货。

有位投资型需求的购房者小王，今年参与了
10个楼盘的摇号，从奥体看到未来科技城，再从
良渚新城看到临平山北，从单价接近4万元/平方
米的改善盘到1万多/平方米的刚需盘，最后都没
有摇到。

在走这条摇号之路的过程中，小王也在不断
思考。刚摇号那会儿，基本上每个楼盘都要验
资，门槛还不低，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冻结，“有
时候我几十万元就一直冻结在银行，可能几个礼
拜都不拿出来，如果这笔钱拿来理财，也有 1000
多块钱呢。”等看到下半年，尤其是这两个月来很
多楼盘不用摇号，他反而觉得买房这事儿没那么
急了。“人就是买涨不买跌。行情差了，很多楼盘
不用摇号，反而买房的人就开始观望；之前托关
系买不到，越是这种情况，越要挤进去买。”

决定观望的购房者不止小王一个。小赵说：
“之前上海摇号之初的情况也和杭州差不多：低
中签率，排队报名，万人摇号，但到了后来楼市慢
慢降温，越来越多的楼盘不用摇号了，所以我打
算等等看，我觉得这热度迟早会过去。”

果然，杭州并没有走出所谓的“独立行情”，
行情下滑后，各种流摇楼盘出现了。“我准备明年
下半年入手，那时候说不定大部分楼盘都不用摇
号了。

说到“摇号”，在双赢机构总经理章惠芳的眼
里，即将结束的这一年充满了画面感。从“九旬
老太摇号买房”到“公证处门口购房者烧香拜
佛”，再到“为了冻结验资有人排队晕倒在银行”，
章惠芳说：“尽管如今行情已经逐渐平静下来，但
是这些事回头想想觉得挺荒诞，让人感触颇深。”

中房数据资源中心首席企业咨询师陈焕春
表示：“今年楼市从顶峰逐步回落，这种变化对市
场的长期发展十分必要。可能一年只有几个盘
需要摇号，这才是正常的市场表现。”

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刚认为，2018
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重大转折年。上半年购房
者还挤破脑袋想“上车”，下半年变成拿着首付再
等等，甚至还有购房者因为楼盘降价而维权，要
求退房。开发商也变了，拿地开始慎之又慎，溢
价封顶、拼自持的情况越来越少。

相对于新房和二手房来说，租房市场一直以来默
默扮演着“配角”。不过，自从国家提出“租购并举”，
租房市场迅速引人关注。

更多的长租公寓品牌进入市场——据杭州市房
管部门统计，截至12月15日，全市市场化租赁住房共
计285676套（间），其中集中式长租公寓房源66502套
（间），分散式长租公寓房源61168套（间），约占市场化
租赁住房总数的44.7%。

这一年，租房市场更是因为几次全国性热点事
件，站上了风口浪尖，其背后隐藏的问题也开始显
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做好市场监管，是落实“租购
并举”政策的关键一步。关于租房市场，今年有好几
个关键事件。

一是租金贷。2018年 8月，杭州鼎家地产因为高
价收进房源却租不出价格导致资金链断裂“爆仓”。
长租公寓的“爆仓”，也让其背后的“租金贷”浮出了水
面。

租金贷，本是减轻部分租客租房压力的产物，但
中介公司为了抢占市场，需要大量资金去收取更多房
源，而为了获得大量资金，他们开始“耍心机”：在不明
确告知租客的情况下，先让租客和金融公司签订贷款
合同（通常为一年），金融公司将贷款额一次性付给中
介公司，租客则逐月偿还给金融公司，而中介公司又
按月将租金付给房东。中介公司可谓“空手套白狼”。

像鼎家这样的“爆仓”，最终受伤的还是租客和房
东。10月，有关部门明确规定：长租公寓企业不得自
行开办“租金贷”等金融业务，不得诱导承租人签订

“租金贷”协议。
二是甲醛门。8月底，阿里员工王某生前租住在

自如的杭州某房源内，白血病身故后，其妻对租住的
房源进行空气质量检测，发现甲醛严重超标。随后，
其妻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

“甲醛门”的出现引起政府重视。随后，相关部门
出台规定：长租公寓企业要承担租赁住房空气质量合
格的主体责任，承租人可以要求长租公寓企业提供空
气质量检测合格报告等材料。

三是蓝领公寓。2016年，杭州开始了一系列的改
造以及拆迁城中村的工作，租金相对低廉的农民房相
继被拆除，让不少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无力承受。
为此，2018年杭州市提出要全力加快建设蓝领公寓，
给蓝领们一个舒适、安全的居所。截至 2018年 12月
15日，杭州基本确定蓝领公寓筹建项目37个，合计1.6
万套（间），其中 15个项目共 8106套（间）房源已对外
发布受理通告。

不少未入市的购房者对2019年的市场充满期待，
认为2019年房价会稍微降一点，正是入手好时机。不
管怎么样，让我们且行且看吧。

二手房坐上过山车

租房市场年度三大关键词

回归理性 元旦小长假多地楼市遇冷

房地产合同补充协议
“陷阱”多

多类条款“不得不防”

消费者购房时，许多房地产企业往往要求购
房人签订补充协议，殊不知补充协议布满“陷
阱”。日前，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集、分析
369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公布
了多类不公平格式条款。

这些不公平格式条款主要包括：一是以格式
条款方式预先将法定赔偿标准降低为已付房款
的1%，明显减轻了出卖人自身的责任，也限制了
买受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二是以格式条款预先一
律直接设定以交付通知书上的交房日为房屋交
付之日，并以此确定该商品房毁损、灭失的风险
转移日期和房屋保修期起算日期,缺乏法律依据，
涉嫌转嫁商品房毁损、灭失风险和缩短房屋保修
期，加重买受人的责任；三是将所有广告及宣传
资料等都不作为合同内容，有免除出卖人自身责
任之嫌；四是一律以交房通知确定的房屋交付之
首日为接房日，且以此作为保修期的起算日，与
法律规定不符也不合理，实质上缩短了商品房的
保修期限，有减轻出卖人自身责任之嫌；五是未
设面积误差合理范围，不管误差大小，一律据实
结算，多退少补。即使面积误差很大，买受人也
不能退房，这对买受人显然是不公平的。该条款
有排除买受人权利和减轻出卖人责任之嫌。

据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局共检查房地产企业 505户次，收集商品房买
卖合同补充协议 369份，梳理出的典型不公平不
合理格式条款，共涉及61家房地产企业的201个
条款。为切实规范商品房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该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房地产
行业合同补充协议格式条款专项整治规范。

（均据新华社）

资料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