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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貝悅匯吸引一些客戶前來購
買，其中不乏港人。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實施入境防疫
管制措施，今年港人北上深圳購房
受到了很大影響。不過，許多居住
在大灣區的港人和跨境家庭仍然樂
於購房，他們更注重投資購買不限
購不限貸的公寓。

記者走訪位於羅湖區東門的佳兆
業新世界時，其售樓員趙小姐表
示，該項目建築面積合共5.7萬平
方米，均價6.6萬元（人民幣，下
同），共計900多套，去年12月開
始銷售，目前僅剩下40至50套，
現在戶型包括33平方米一房一廳
和26至32平方米的單間。項目地
處東門商圈，年營銷額達150億
元。她說，該項目旁邊華潤湖貝舊
城投入700億元，將建500米高的
地標，由於未來升值空間不俗，大
量投資者紛紛買入，其中許多居住
在深圳的港人也前來投資購買，數

量約有近100人，佔比逾一成。很
多港人是以親戚朋友名義購買，這
樣規避了港人必須以公司名義和一
次性付款的要求。

投資客看好升值潛力
港人熟悉的羅湖水貝片區，泰豐

地產開發的公寓貝悅匯也出現港人
購房的身影。該樓盤銷售員吳小姐
告訴記者，項目近900套單位，5
月開始銷售，已售出一半。其中，
32平方米的一房一廳國慶期間給予
87折優惠，較平時優惠了3%，價
格約200萬元。因為該項目交通便

捷，附近有許多舊改和拆遷，未來
區域房價補漲空間大，臨近黃金珠
寶交易中心，有500多珠寶品牌雲
集，吸引了不少投資者。
此外，羅湖火車站附近更新改造

的雲景尚邸，均價5.8萬元。售樓
員張先生表示，該項目建好已有14
年，以前用於出租，開發商為了回
籠資金，將該樓盤重新裝修出售。
其100多套已出售了60多套，一次
性付款97折。因項目臨近羅湖口
岸，已有好幾位香港人前來購買，
目前所有房子總價已上漲了1萬至
2萬元。

疫情無礙港人北上買樓

今年深圳樓市9月已開始旺，9月新房共成交4,871套，成交
面積48.79萬平方米，創下7年來9月份成交量的新高。10

月長假期市道延續，據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
10月深圳共計有近30個住宅、公寓等項目入市。
由於備案價低於周邊二手價，因此即使沒有以往國慶黃金周的
98折等優惠，幾乎全是按備案價銷售的新房也非常好賣。在深圳
北站附近的萊蒙水榭雲項目住宅共計100多套，多數是面積122
至129平方米的複式4房，均價為每平米73,800元，總價區間
710萬至1,100萬元。項目9月25日取得預售證，29日正式線上
選房，按備案價銷售，沒有優惠和折扣，認籌需50萬元。儘管
總價不低，但銷售火爆，目前只剩下十幾套。售樓員告訴記者，
「項目周邊二手都已經8、9萬了，7.38萬元均價相當於購買後便
可以獲得了一兩成的溢價空間。」附近的龍光玖悅台二期也是同
樣的情形，面積95至125平方米的單位均價9萬元，而周邊二手
房價格均在9萬以上，所以儘管一套房總售價在800多萬至1,000
多萬元，但640套房目前已售過半。

數千人瘋搶 政府勒令暫停
為了防範疫情，今年黃金周售樓現場也採取了限人流措施，有
人為買樓需要苦苦輪候數日。假期期間，記者在龍華大浪街道的
安宏基星曜售樓現場看到，項目共計有600多套的住宅類新房，
因其均價僅5.5萬元，與民治街道動輒8、9萬元的樓盤相比有很
大折讓，因此吸引了大量購房者和地產中介。中原地產中介林小
姐從福田趕過來為兩位客戶遞交購房資料，「跑了兩天，要麼是
暫停銷售、要麼是排隊銷售一小時便再度暫停」。最終她仍沒有
機會進入售樓現場，只得失望而歸。
該樓盤保安告訴記者，前一天上午聚集數千人前來搶房，因擔
心疫情傳播，當地政府要求暫停銷售，改為預約銷售，但即使是
第二天，也只排隊銷售一個小時又告暫停。樓盤銷售員劉先生
說，國慶中秋雙節客戶熱情高漲，他們項目的銷售天天爆滿，目
前只剩下數十套大戶型。
作為深圳房價窪地的龍崗和坪山也吸引了不少購房者。龍崗大
運新盤仁恒公園世紀二期售樓員告訴記者，該樓盤每平方米均價
52,200元，按備案價一房一價銷售，也是因為均價較六七萬的二
手房低不少，吸引了不少購房者踴躍認購。二期1,300多套目前
只剩下六、七十套大戶型。

新盤吸客 二手交投回落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告訴記者，國慶黃金周八天新房
成交487套，較去年同期470套上升了3.6%。由於交易需要一個過
程，國慶成交的數據可能有一些滯後遲些才能反映出來。今年黃金
周前一周，市場新房供應不斷，去化普遍非常好，多盤日光。在政
策的引導下，預計未來成交價格走勢會相對平穩。近期新房住宅推
售量處於今年較高水平，預計後期新房成交會持續上升。
相比火熱的新房市場，深圳二手房市場成交接近冰點。深圳中
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9月份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套數為8,577套，
環比下滑24.2%，首次不足萬套，創四個月以來新低；成交面積
75.9萬平方米，環比下滑22.2%。從成交套數來看，龍崗成交量依
然位居全市首位，佔全市成交的29.7%。豪宅標準調整後，均價
最高的南山區受影響最大，成交套數下滑幅度超過30.4%，跌幅
最大；羅湖區成交套數環比下滑18.4%至1,305套，跌幅最小。

相比 9月和國慶火熱的新房市
場，深圳二手房市場受「7．15」
新政影響成交接近冰點。9月二手
房成交量首次不足萬套，創四個月
以來新低。因國慶期間是休息日，
二手交易不公布數據，不過業內人
士預計，國慶黃金周深圳二手房受
市民旅遊或者回家等影響，交易同
樣不佳。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

表示，從國慶期間銷售和訪客來

看，新房仍是熱點，二手房則繼續
維持相對低迷的狀態。

南山豪宅9月成交跌30%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9

月份，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套數為
8,577套，環比下滑24.2%；成交面
積75.9萬平米，環比下滑22.2%。
從成交套數來看，龍崗成交量依然
位居全市首位，佔全市成交的
29.7%。豪宅標準調整後，均價最

高的南山區受影響最大，成交套數
下滑幅度超過30.4%，跌幅最大；
羅湖區成交套數環比下滑18.4%至
1,305套，跌幅最小。
鄭叔倫認為，深圳市在多個方面

都加強了市場監管力度，在政策的
引導下，預計未來成交價格走勢會
相對平穩。近期新房住宅推售量處
於今年較高水平，且10月計劃入市
項目較多，預計後期新房成交會持
續上升。二手市場方面，受掛牌房
源減少及新房市場積壓的影響，預
計二手成交量依然偏低，過戶量會
繼續回落。

深圳市2020年7月31日發布了取
消商務公寓用地的審批。受該政策
影響，深圳市許多公寓紛紛藉機取
消優惠和漲價。在國慶黃金周期
間，大量公寓樓盤推出，龍華、寶
安等地公寓樓盤動輒每平方米6萬
多元（人民幣，下同）甚至更高，
令不少購房者望而生畏。
記者近日走訪了龍崗仁恒夢公

園，因臨近大運片區和樓下接駁16
號地鐵，該樓盤受到許多投資者關
注，包括上海和香港投資者紛紛買

入。在政府取消商務公寓用地的審
批後，該樓盤的特價房和眾多優惠
紛紛取消。售樓員曹小姐告訴記
者，以前68平方米兩房原價為220
多萬元，優惠後價格為205萬至212
萬元之間，現在所有優惠全部取
消，一套售價需220萬元。即將推
出的新一期公寓售價更是接近240
萬元。投資者吳先生表示，因資金
周轉問題未能買成，深感遺憾。
同樣，位於鹽田的合景同創廣場

也因政府取消商務公寓審批而取消

不少購房優惠。該樓盤售樓員吳小
姐表示，項目共計有380多套，目
前只剩下10多套大戶型，均價已升
至4萬元，現在主推高樓層300平方
米大戶型。
她稱，今年上半年，在政府取消

公寓批地前，該樓盤高樓層的價格
約為每平方米3.6萬至3.7萬元，其
低樓層95平米售價僅為每平方米3.2
萬至3.33萬元。取消公寓批地後，
很多特價和優惠紛紛取消，現在一
平米上漲了三、四千元。她透露，
因臨近沙頭角海關，不少香港人前
來購買，用作投資或者自住。

取消用地審批 樓盤紛削優惠

「7．15」新政拖累二手買賣

深
圳
新
房
平
過
二
手

黃
金
周
重
現

黃
金
周
重
現
爆
買
爆
買

沒有折扣也搶手沒有折扣也搶手 買家日夜排隊輪候買家日夜排隊輪候

今年中秋國慶雙節黃金周，深圳樓市形成了一手熱

爆二手冷的局面。受「7．15」新政的影響，深圳新

房銷售受到嚴格的規範管理，很多住宅類新房備案價

通常較周邊二手房低1萬至2萬元（人民幣，下同）

不等，雖然住宅類一手房基本按備案價銷售，罕有地

沒有任何折扣，但由於價格普遍低於周邊二手房，仍

然引發不少人搶購。反觀二手房，由於價格方面的劣

勢而少人問津。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

▲龍華安宏基星曜售樓部吸引了大量購房者和代客購買的中介。

▲▼東門佳兆業新世
界（下圖）因地處東
門商圈獲不少港人青
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陝汽德龍系列重卡綠色環
保、動力強勁，正是東南亞市場目前最需
要的車型，希望我們今天能達成合作。」
2020年中國西部國際採購展覽會近日在西

安舉行，展會
共設置了農業
優選展區、優
勢工業展區、
樂 享 生 活 展
區、進口商品
展區、防疫物
資展區五大展
區，吸引了51
個國家和地區
190餘家國際採
購商、32家內
地大型企業採
購商及 600 餘
家供應商代表
參會。
國際採購商

David是一家非洲企業在華採購代表，因為
疫情原因，此次本來只是抱着看一看的心
態，沒想到卻收穫多多。「我已經和公司
總部進行了溝通，目前已經有了幾個訂單

意向。」主辦方陝西省貿促會相關人士表
示，本屆展會的目標就是希望打造一場最
務實的對接洽談會，「大會根據大數據匹
配，將採供雙方按行業分組、配對並排
序，採購商分別與符合採購需求的供應商
企業一對一對接洽談，確保對接洽談高效
務實。」

貿發局線上平台聯繫港陝
香港貿發局亦於展會設立展位，香港貿
發局西北代表周鵬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今年因為疫情影響，兩地的
交流暫時中斷，但是我們還是繼續通過線
上方式，讓陝西企業及時了香港的經貿信
息，讓兩地企業保持信息的交換和交流。
另外，貿發局將原來多個實體展打包合併
為香港秋季採購匯，將於11月16-27日在線
上舉行。「歡迎陝西企業、貿易商踴躍參
與，將陝西特色產品推介給國際市場，同
時通過這個線上平台將香港及海外的優質
產品引進陝西，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上海
二手房市場基本復甦，日
前綜合鏈家、易居研究院
等多家機構數據顯示，今
年9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
套數突破3萬套，成為近
4年來單月成交最高水
平。易居研究院的數據顯
示，9月份上海二手房成
交套數為3.12萬套，環比
增長 4.2%，同比增長
46.8%。上一次單月成交量破3萬套，
還是在2016年的9月份。
今年4月至7月，滬二手房成交套數

已經穩定在平均每月2.8萬套左右，前
9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長9.9%，
增速已經回正。鏈家數據亦顯示9月上
海二手房成交量超過3萬套，成交量增
長主要來自外環以內，而且下半年以來
二手房成交中改善型的佔比有明顯增
加，套均面積和套均價格不斷增長。

均價再超過4萬人幣
隨着成交放量，易居研究院統計到

在今年7月份滬二手房成交均價再超過
4萬元（人民幣，下同）/平方米，此
前1至6月這個價格均在3.8萬元至4萬
元內徘徊。不過鏈家分析認為，儘管9
月的上海二手房市場具有一定熱度，
但在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前提
下，市場依然較難出現過熱的情況。

逾190國際採購商雲集西安採購展

■ 2020年中國西部國際採購展覽會在西安開幕。 記者李陽波 攝

滬9月二手房成交量見4年最高

■上海樓市上月見旺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