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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44 周：土地成交缓慢，商品房成交小幅度下降

2017 年第 44 周（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05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供应。

2017 年第 44 周（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05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成交。
2017 年第 44 周（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05 日）哈尔滨市共成交商品房 1699 套，环比下降 2.97%，
成交面积为 17.82 ㎡，比上涨 1.49%。
随着 9-10 月传统销售旺季的结束，加之本周冰城连续降温、雾霾天气给购房者购房热情造成一定影响，
使得本月成交量有所下降。但开发商为了达到本年度销售任务纷纷发力，推出较大的优惠促销活动吸引购房者，
较大程度上促进成交，使得本周销售量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一、土地市场、
《土地供应》
2017 年第 44 周（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05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供应。
2017 年第 44 周哈尔滨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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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成交》
2017 年第 44 周（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05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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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手房市场
1、成交状况
2017 年第 44 周（201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05 日）哈尔滨市共成交商品房 1699 套，环比下降 2.97%，
成交面积为 17.82 ㎡，比上涨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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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9-10 月传统销售旺季的结束，加之本周冰城连续降温、雾霾天气给购房者购房热情造成一定影响，
使得本月成交量有所下降。但开发商为了达到本年度销售任务纷纷发力，推出较大的优惠促销活动吸引购房者，
较大程度上促进成交，使得本周销售量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万㎡
3
2

2017 年第 44 周商品房每日成交情况
2.52
252

2.54

2.59
258

2.27

241

204

2.41
239

2.69
266

套

2.8

300
239

200

1

100

0

0
10月30日 10月31日

11月1日

11月2日
成交面积

11月3日
11月4日
成交套数

11月5日

数据来源：
【世联数据平台】

从上图可以看出本周周日成交量最大，成交套数为 239 套，成交面积 2.8 万㎡，本周三成交量最小，成交
套数为 204 套，成交面积 2.2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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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交区域来看，哈尔滨商品房成交套数最大的区域为道里区，共成交 444 套，成交套数占全市成交套数
的 27%，其次成交套数较多的区域为南岗区共成 416 套，占全市本周成交套数的 25%。最低的区域为平房区，
各占全市本周成交套数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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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积区间分布来看 100-120 ㎡的商品房成交套数最多，约占总成交套数的 24%；80－100 ㎡商品房成交
套数占第二，约占成交套数的 23%；160 ㎡以上的商品房所占的比例最小，占总成交套数的 3%。本周市场上成
交的户型以两居及紧凑型三居产品为主。

三. 哈埠资讯
一．哈尔滨公积金政策调整:额度缩减、首付比例提高

10 日，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政策。一、单职工贷
款最高限额由 60 万元调整至 50 万元，双职工贷款最高限额由 80 万元调整至 70 万元。二、已结清住房公积
金贷款，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最低比例由 20%调整至 30%。
道里区未来三年内打造"新五区" 区域楼盘享利好

未来三年，道里区将打造成城市中央商务区、临空产业集聚区、都市农业示范区、文化旅游先导区、创富宜
居引领区的“新五区”。
区域价值凸显，区域内楼盘享利好，升值潜力巨大。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道里区域热盘，为大家置业提供帮助。

世联成立于 1993 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房地产专业咨询的服务机构。2007 年，世联整体改制，成立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2009 年 8 月 28 日，世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登陆 A 股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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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 年的发展，世联成为全国性的房地产服务提供商，超 15000 名员工，为近 2 万家
开发商提供专业的营销代理及顾问咨询服务，为 600 万个家庭实现置业梦想！2013 年，世联以每天 8.2 亿的成交额，成为境内代理销
售额首破 3000 亿的房地产服务商，在 13 个核心城市销售额也已超百亿，并以市场份额 4.5%的绝对优势领跑地产服务行业。
2014 年，世联正式更名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联行”
。世联行基于客户价值，坚持轻资产服务品牌的
固有形式，不断强化持续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服务力量，将公司单一互相分割的业务打造成多种业务交叉融合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建立基于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置业者服务系统、世联信贷互联网金融平台，打造集顾问、金融、物管等多项业务为一体的服务平台。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平台化、交叉交互式的轻资产房地产服务（包括顾问、资产管理、销售、金融、估价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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