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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

杭州第二批宅地集中出让，共成交 14 宗，
各板块地价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9 宗地底价成交，杭州地价回归理性
本报记者 印梦怡 蒋敏华
在全国土地市场普遍降温的当下，杭州亦不例
外。10 月 12 日，14 宗地块完成出让，收金 257.5
亿元。其中 9 宗地底价成交，最高的一宗溢价率也
仅 11%。与 5 月首次集中出让的热度相比，开发商
在拿地时回归了理性。

平均溢价率不到 3%
其中 9 宗地块底价成交
今年，全国多个城市试点土地集中出让，其初衷
是为了给土地市场降温，杭州亦在其列。今年 5 月，
杭州首批 57 宗宅地集中出让，但热度不减，在挂牌
阶段就已有 22 宗报价至封顶，12 宗进入自持比例
投报阶段。最终，超七成地块拍至封顶价+自持。
随着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融资和贷款的收紧，楼
彭埠地块是第二次土地集中出让中地价降幅相对较少的地块之一。

市率先降温，土地市场也随之降温。第二批集中出
让的土地中，17 宗提前终止拍卖。
而成功拍卖的 14 宗地块中，有 9 宗仅经历一轮

保证，理论上也会体现在品质上。”某本土品牌房企

低负债率，
到明年初现金状况可能会有好转，
可以参

报价即成交，溢价率为 0。据统计，14 宗地块平均溢

工程负责人认为，地价成本下降有助于杭州楼盘品

与拿地。

价率不到 3%。

质整体回升。

此次成交的 14 宗地块，相比同板块的高价地，
地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平均降幅在 8%以上。
拿地的房企，以央企、国企以及滨江、绿城等本土开
发商为主，这些房企的经营比较稳健，大多属于“三

地价回归理性
专家：新房市场有支撑

道红线”
融资监管中较为安全的黄档和绿档房企。

新闻+

此次杭州土拍降温并不意外，说到底是前期调

全国多城土地流拍

控的积极成果，有助于土地市场回归理性。

房企利润空间增大
有助于楼盘品质提升
此次土地低溢价成交，开发商的拿地成本也将
直接降低，
从而增厚利润空间。

土拍规则的改变，可以说对于抑制土拍过热起

今年下半年，
全国多个重点城市对第二批集中供

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根据新规，同一家房企最多

地
“升级”
了土拍规则。相较于首轮，
第二轮土拍的溢

只能报名 5 宗地块，严查报名资金来源，取消勾地保

价率几乎都显著下降，流拍宗数和临时撤牌宗数增

证金制度，一系列组合拳使得报名房企数量明显下

加，
底价成交成为主旋律，
全国土拍市场已入秋。

降。

9 月以来，已相继有长春、福州、天津、青岛、济

此次 14 宗地块的名义楼面价和精装限价之间

此外受融资政策趋紧等因素影响，房企手头上

的平均差价为 11962 元/m2，
即便折算 10%配建公租

的资金显然没有上半年宽松，虽有拿地意愿但是资

房的地价和建安成本，实际价差也有 10000 元/m

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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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这样的价差，
算是近两年来的较高水平。

南、成都、苏州、沈阳、上海等多个城市在第二轮集中
土拍前临时终止部分地块出让。
9 月 26 日~27 日，广州第二批集中出让 48 宗地

“此次杭州土拍遇冷，会对购房者的信心产生

块，25 宗流拍，流拍率 52%；10 月 11 日晚，因无房企

据测算，
杭州首批集中出让的地块平均利润率为

一定的心理冲击，但不用过于担心。杭州这几年

报名，北京第二批 26 宗地延期出让，其余 5 宗地块则

负值，除了少数项目可实现微利之外，大多数项目面

人口流入量非常大，而且新房价格没有泡沫，即便

底价成交；10 月 12 日，武汉第二批共 51 宗地出让，

临亏损。而此次出让的 14 宗地块，平均利润率接近

地价下跌也几乎影响不到新房价格。此外 17 宗地

撤拍 8 宗，流拍 3 宗，
38 宗底价成交。

5%，个别项目若成本控制得当，利润率有望达到

块终止出让，也使得明年的市场供应量偏少，会对

10%。

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拿地宝研究院院长钱贤强

“在杭州，要打造一个品质还过得去的楼盘，地

认为。

10 月 8 日下午，上海土地市场官网突发公告，
“因需对地块规划建设条件作进一步调整优化等原
因”，终止奉贤新城、松江永丰街道等 7 宗涉宅用地

价和房价差大概 9000~10000 元/m2，这跟此次出

杭州下一批地块集中出让预计要到明年初。多

让的 14 宗地块平均差价基本一致。房企有了利润

家房企投拓部人士认为，部分房企当前正在努力降

的出让活动，这也使得上海第二批集中供地的原 27
宗涉宅地块缩水至 20 宗。

地下室卖 300 万元，这本账怎么算
前几天，未来科技城红盘众安浦荷云邸最后一
批 160 套房源摇号，因中签率不到 10%而成为“8·5”
楼市新政以来杭州为数不多的限售楼盘之一。

跟一楼“捆绑”。如果没有限价，开发商完全可以跟

地下室和二楼的差价，合理的系

以前一样，
将一楼和地下室作为一个整体来标价。

数是多少？这其实并没有标准答

可现在限价，就比如浦荷云邸的精装限价为

老蒋侃房

案，不过限价之前的一些楼盘，同

浦荷云邸之所以成为楼市话题，不仅仅是它的

37710 元/m2。如果把地下室的 300 万元打包计入一

样是总高 8 楼的话，一楼带地下室的房源单价大概

市场热度，
还在于它的天价地下室。此次开盘，
浦荷

楼房源总价的话，
其他楼层的定价就要适当降低，否

是二楼房源的 1.2~1.3 倍。

云邸最贵的一个地下室卖到了 300 多万元，创下了

则均价就会突破 37710 元/m2。

杭州楼市的又一个纪录。

据一名参加摇号的购房者称，浦荷云邸选房时

在这样的逻辑下，开发商选择将地下室单独标

弃选率很低，尤其是前 140 号因为可以选到非一楼

资料显示，
浦荷云邸此次开盘共有 20 个地下室，

价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也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

的房源，
弃选的寥寥无几。当房源只剩下一楼之后，

面积从 100m2~131m2 不等，单价 2.2 万~2.3 万元/m2，

案。仅仅此次开盘的 20 个地下室，就可为开发商

弃选的人才逐步增多。最后一套房源，是被 180 号

总价超过 300 万元的共有 3 个。

“增收”5000 万元左右。

选走的。

由于地下室并不计入建筑面积，也没有产证，此

看完了开发商的账，
再来看看购房者的账。比如

从这个数据来看，那些弃选一楼的购房者，
肯定

前带地下室的一些房源，比如排屋和别墅，都是将

浦荷云邸 8 幢 101，
面积 145m2 总价 408.9 万元，
地下室

是觉得花大价钱买下这个地下室不值。当然最终选

地下室作为赠送空间，并不会单独标出地下室的

总价 305.9 万元。如果将地下室总价折算进房价，单

了一楼的人，也未必觉得这个地下室值这个价，
更多

价格。那么，浦荷云邸为何要把地下室单独标价售

价大概 4.93 万元/m ，是 8 幢 201 单价（34400 元/m ）

的是珍惜这次难得的中签机会，毕竟房价的倒挂空

卖？

的1.43倍。

间肉眼可见。

事实上，浦荷云邸的地下室并非单独售卖，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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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像浦荷云邸这样总高 8 楼的产品，一楼带

蒋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