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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毛敏敏 孙栋 通讯员 徐丽丽

本报讯 进入十一月份，我市楼市周成交量一直在两位数徘
徊。据市房管中心数据统计，上周（11月 14日-11月 20日）我
市住宅商品房共完成备案 80套，比 11月 7日-11月 13日那周的
88套减少了8套。从具体数据上看，位于白沙路街道的紫阙台以
16套的成绩夺得周销量冠军；位于龙山镇的望宁里以12套的成
绩继续位列周排行榜第二；位于逍林镇的盛世臻境花苑以8套的
成绩位列周排行榜第三。

慈溪楼市周成交
（11月14日-11月20日）

近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10月份各线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均呈下降态
势。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
统计师绳国庆解读称：“2022
年 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
数增加，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下降，一线城市同
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
略有扩大。”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期政
策力度明显提升，将有利于市
场整体回暖，虽然从今年最后
两个月来看，房价依然很难摆
脱底部徘徊，但政策春风已
至，楼市“寒冬”终将过去。

一线城市整体新房二手房
房价均现下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降
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3%。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
别下降 0.3%和 0.5%，降幅比
上月分别扩大0.1和0.2个百分
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
降 0.4%和 0.5%，降幅均与上
月相同。

从一线城市来看，无论新
房还是二手房，一线城市整体
房价环比呈现下行态势。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
为：“对于10月份房价，最值
得关注的是一线城市新房、二
手房首次出现了全面下调，这
是近年来的第一次，代表了整
体楼市已经全面入冬。”

具体来看，北上广深四大
一线城市中，广州、深圳楼市
降温明显。其中，广州、深圳
新房环比降幅分别为 0.3%和
0.7%；二手房环比降幅分别
为 0.7%和 0.2%。同时，上海
二手房环比降幅为0.4%。

贝壳研究院市场分析师刘
丽杰指出：“一线城市二手房
价格整体环比由涨转跌，其中
上海二手房价格自去年年底以
来首次环比下跌，广州、深圳
则持续下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
线城市的新建住宅出现了2个
月的下调，二手房价格则在连
续2个月持平后出现了首次下
调。整体来看，在政策已经全
面宽松的情况下，市场还在寻

底过程中，需要警惕购房者信
心不足等带来的房地产系统性
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张大伟
补充表示。

70城中58城
新房房价环比下跌
从全国来看，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10月份，70个大
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
分别有 58个和 62个，比 9月
分别增加4个和1个。

从 具 体 城 市 来 看 ， 10
月份，新房房价环比降幅明显
的城市有石家庄、沈阳、长
春、厦门、无锡等，环比降幅
均达到0.5%以上。

而 10月份新房房价环比
涨幅依然上涨的城市有北京、
上海、杭州、合肥、济南、长
沙、成都、安庆、南充。其
中，南充新房房价环比涨幅为
1%，领涨全国。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指出：“从10月份
房价指数环比下降的城市数量
看，新房房价下跌城市数量为
58个，是今年下跌城市数量
最多的一次，也说明市场的压

力较大。相对来说，北京、上
海、杭州和成都的房价相对稳
健，而其他城市普遍有降温的
压力。”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
院院长张波分析：“量在价
先，从国家统计局公布 10月
房价数据来看，受整体销售数
据下滑影响，10月房价总体
下行的趋势还在延续，市场降
温已达到历史性低点，房价的
变化趋势也显示出目前市场已
处于阶段性底部，后续随着政
策不断加码，尤其是‘金融支
持房地产 16条’等大力度政
策落地，市场的复苏也正在酝
酿之中。”

政策利好有助楼市
逐步走出“寒冬”
“对于今年接下来楼市的

走势，相比往年楼市调整博弈
期很长，楼市下调缓慢，本轮
市场供应端与需求端都出现了
问题。”张大伟预测称：“需要
注意的是，当下楼市面临的问
题已经不只是房地产问题，更
多是对经济收入的预期问题，
短期来看，四季度市场将依然
在低谷徘徊。”

不过随着更多楼市利好政策
出台，楼市也将从底部走出。据
中原地产数据，截至 10 月 15
日，年内房地产调控已经超过
1000次，同比上涨接近 70%，9
月单月超过135次，这些政策端
的影响将会逐步反映在楼市之
中。

刘丽杰预测：“未来价格走
势的改善有待各项支持政策的落
地。供给端的融资支持、预售资
金盘活等多方面政策，有助于改
善市场预期，防止下行风险进一
步蔓延；短期内交易量的筑底仍
有待需求端支持政策的进一步落
地和细化。”

张波分析称：“从10月和11
月的政策力度来看已经明显提
升，两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支
持房地产 16条’对后市的影响
会非常直接。加之‘第二支箭’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
同步发力，在房地产开发贷款、
信托贷款以及债券融资多种融资
渠道的助力下，房企后续的项目
交付和资金压力将得到有效缓
解。这都有利于市场整体回暖，
虽然从今年最后两个月来看，房
价依然很难摆脱底部徘徊，但政
策春风已至，寒冬终将过去。”

（据《新京报》）

政策“暖风”有助楼市走出“寒冬”

超百城购房
首付比例降至20％
地方层面出台的楼市新政

中，“降低首付比例”已成为
多个城市优化政策的标配。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
来，至少已经有115个城市将
公积金或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的首付比例降至20%，其中包
括四川成都、河北石家庄、陕
西西安、山西太原、吉林长
春、福建福州、江西南昌、重
庆、贵州贵阳、甘肃兰州、宁
夏银川、新疆乌鲁木齐等二线
城市。

具体来看，据不完全统
计，明确购房首付比例降至两
成的地方有：湖北神农架林
区、湖北监利、湖北孝感、湖
北大冶、湖北随州、湖北襄
阳、湖北宜昌、湖北咸宁、湖
北黄冈、湖北广水；江西抚
州、江西景德镇、江西宜春、
江西瑞金、江西南昌、江西高
安、江西上饶、江西新余、江
西樟树；河北涿州、河北承
德、河北石家庄、河北保定、
河北廊坊、河北沧州、河北唐
山、河北张家口；甘肃白银、
甘肃庆阳、甘肃兰州；四川广
元、四川自贡、四川巴中、四
川内江、四川泸州、四川资
阳、四川遂宁、四川雅安、四
川成都、四川德阳；新疆阿勒
泰、新疆乌鲁木齐；江苏兴
化、江苏镇江、江苏连云港、
江苏徐州、江苏扬州、江苏泰
州、江苏常熟、江苏宿迁、江
苏南通、江苏淮安；浙江诸
暨、浙江温州、浙江江山、浙
江衢州、浙江台州、浙江丽
水、浙江湖州、浙江绍兴；贵
州六盘水、贵州贵阳、贵州遵
义、贵州黔东南；陕西宝鸡、
陕西汉中、陕西西安；安徽蚌
埠、安徽亳州、安徽潜山、安
徽滁州、安徽淮南、安徽池
州、安徽阜阳、安徽安庆；河

南洛阳、河南信阳、河南济
源、河南濮阳、河南安阳、河
南商丘；湖南岳阳、湖南湘
潭、湖南益阳、湖南邵阳；广
西钦州、广西合山；山东济
宁、山东临沂、山东滨州、山
东菏泽、山东德州、山东泰
安；辽宁丹东；吉林双辽、吉
林吉林、吉林长春；宁夏吴
忠、宁夏固原、宁夏银川；山
西忻州、山西太原；广东韶
关、广东揭阳、广东汕尾、广
东潮州、广东湛江；福建福
州、福建南平、福建龙岩、福
建泉州、福建三明；云南普
洱；重庆；内蒙古包头等。

以四川成都为例，今年 5
月 31日，成都出台新政优化
公积金贷款政策。公积金贷款
首付比例下调10%，即首套房
首付比例由 30%下调至 20%，
二套房首付比例由40%下调至
30%。

此外，成都发布《关于进
一步优化区域限购措施的通
知》，明确自 2022年 11月 18
日起，将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锦
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
区、成华区、龙泉驿区、新都
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
统一为一个住房限购区域，具
备该区域内任一区购房资格的
居民家庭以及具备成都高新区
南部园区购房资格的居民家
庭，均可在该限购区域内购买
住房。该区域购房套数、户籍
社保年限等住房限购要求保持
不变。

同时，多地对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也进行了调
整。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数
据，当前已有 80余城调整首
套商贷首付比例至20%。

以湖北省监利市为例，其
于 10月 27日发布涉及购房款
补贴、契税补贴、首付比例等
多条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的措施，其中明

确，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期间，在监利市
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贷款，
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二套
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对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
清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
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贷款购
买普通商品住房的，执行首套
房贷政策。

可以看到的是，不仅仅是
监利市，今年以来多地调整

“认房认贷”政策，明确对已
结清首套房贷的居民，再买房
可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且首
付比例低至两成。据不完全统
计，至少包括甘肃白银、湖北
监利、贵州六盘水、江西宜
春、贵州贵阳、四川广元、江
西景德镇、陕西宝鸡、安徽蚌
埠、河南洛阳等30余城。

20余城首套房贷利率
进入“3时代”

除了首付比例，多地银行
也陆续对首套房贷款利率进行
调整。

今年 10月 20日，人民银
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 公 布 ： 1 年 期 LPR 为
3.65% ， 5 年 期 以 上 LPR 为
4.3%，均与上月持平。尽管
10 月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 保持不变，但对于首
套房贷利率而言，部分特定城
市的首套房贷利率正进一步下
调，已有超 20个城市首套房
贷利率进入了“3时代”。

按照规定，新发放首套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
期限 LPR （按 10月 20日 5年
期以上LPR为 4.3%）；二套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
期限 LPR加 60个基点（按 10
月 20 日 5 年期以上 LPR 计算
为4.9%）。

另按照今年5月15日，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
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对于贷款购买普
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
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减 20 个基点，
因此，此前各地首套房贷利率
下限为4.1%。

不过，今年9月29日，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
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明确符合条件的城市
政府，可自主决定在 2022年
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
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下限。

这也意味着首套房贷利率
下限可突破4.1%。

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
截至目前已有 20余城将首套
房贷利率降至 4%以下，包括
阳江、清远、云浮、湛江、济
宁、武汉、贵阳、江门、宜
昌、襄阳、天津、包头、阜
阳、石家庄、秦皇岛、昆明、
大连、大理、泸州、安庆、恩
施州、温州、瑞安、乐清、舟
山、泉州、黄冈等。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监
测数据显示，天津、贵阳、武
汉 和 襄 阳 均 将 利 率 降 至
3.9%，石家庄多家银行将首
套房贷款利率由 4.1%下降至
3.8%，清远的首套房贷利率
最低可至 3.7%，为当前最低
水平。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
院院长张波指出，房贷利率层
面目前已经处于历史性低点，
可以确定的是利率面“政策
底”已经逐步清晰。利率调
整，尤其是针对首套房利率的
降低，可以加快潜在购房者入
市的脚步，并且在部分刚需比
较集中的城市和区域起到明显
的作用。但对于市场处于降温
通道的城市，拉动的边际效应
正在递减。

购房成本降至历史低点

对于购房者而言，当前购房
成本已降至历史低点。

“首付比例出现积极的下
调，且利率也到了比较低的水
平，这说明今年实际上形成了历
史上较好的信贷环境和政策，购
房成本已降至历史低点。这是购
房者需要积极把握的。”易居研
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道。

张波也指出，从目前利率水
平以及房价整体表现来看，买房
成本已经进入到阶段性低点，房
贷压力降至历史性低点。因此，
房地产已现政策底，市场底部也
正逐步形成中。从大趋势来看，
虽然未来一段时间政策还会延续
放松的态势，但政策后续再次放
松的空间会明显收窄，市场底部
徘徊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也是不
少城市购房的“窗口期”，随着
保交楼、金融政策的不断推进，
楼市后续会进入到更为平稳的发
展期。

中指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
研究总监陈文静亦提到，今年以
来，多部委持续释放政策利好，
各地积极落实“因城施策”，需
求端信贷政策不断优化。信贷政
策的进一步宽松有助于降低居民
购房成本，缓和市场观望情绪，
带动住房需求释放。当前，部分
二线城市限购限贷政策仍具备一
定优化空间，预计随着“金融
16条”的出台，短期各地政策
放松力度有望加大，需求端政策
仍将继续改善，降低购房成本、
降低购房门槛仍是重要方向。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
分析师陈霄认为，接下来，预计
调整的城市将会继续扩围，其他
符合条件的城市也将会陆续跟
进，预计接下来调整首付比例、
调整认房又认贷将会成为政策调
整的一个重要趋势。

（据澎湃新闻）

购房门槛进一步宽松：

超百城首付两成
多城利率进入“3时代”

首付比例降至两成、首
套房贷利率降至 4%以下……
今年以来，多地优化信贷政
策，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及购
房门槛进一步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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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路街道

白沙路街道

坎墩街道

坎墩街道

观海卫镇

龙山镇

白沙路街道

掌起镇

坎墩街道

周巷镇

观海卫镇

项目名称

紫阙台

望宁里

盛世臻境花苑

蔚蓝云图花苑

君耀府

云颂府

檀府

上东辰府

浔筑

君塘名筑

玉宸园

翡丽和鸣府

香湖丹堤花园

臻悦府

春起江南花苑

悦翠云庭

大塘名都

上观府

类型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交易套数

16
12
8
7
7
7
4
4
3
2
2
2
1
1
1
1
1
1
80

套均面积（m2）

173.59
100.13
98.61
93.75
139.32
105.48
145.92
139.36
112
92.57
143.31
143.98
209.15
142.63
103.48
97.55
103.85
90.64
122.02

商铺，车位（132套）

板块

白沙路街道

逍林镇

白沙路街道

横河镇

古塘街道

龙山镇

龙山镇

白沙路街道

白沙路街道

浒山街道

浒山街道

浒山街道

浒山街道

古塘街道

横河镇

宗汉街道

掌起镇

古塘街道

白沙路街道

宗汉街道

浒山街道

白沙路街道

胜山镇

浒山街道

周巷镇

坎墩街道

项目名称

紫阙台

盛世臻境花苑

檀府

凤鸣梧桐府

天誉华府

汇美商业广场

香湖丹堤花园

臻悦府

辉逸云庭

慈澜府

江畔壹号苑

江岸臻园

悦堂府

锦尚府

蔚蓝云图花苑

桃溪云庐

春起江南花苑

烟火里

盛泰嘉苑

天铂佳苑

山景苑

尚品东越府

聚美家居生活广场

万豪大厦

印象南岸购物中心

玉宸园

类型

车位

车位

商铺

车位

合计

车位

车位

商铺

车位

商铺

车位

合计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位

合计

商铺

车位

合计

车位

商铺

车位

商铺

车位

商铺

车位

商铺

车位

车位

商铺

商铺

商铺

车位

交易套数

32
17
6
8
14
12
7
7
6
1
5
6
6
2
1
1
2
1
1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32

套均面积（m2）

14.1
14.85
88.28
14.46
46.1
13.66
9.14
35.34
12.2

819.96
14.4

148.73
129.63
121.93
159.22
13.52
86.37
201.07
14.6

107.84
14.51
154.89
14.47
160.76
14.08
91.24
13.79
66.13
14.03
14.52
37.58
71.02
33.25
14.09
3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