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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29 周：下半年土地首次供应，商品房成交有所下降

2018 年第 29 周 （2018 年 7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哈尔滨市共供应 2 宗经营性用地，总占地
面积为 0.57 万㎡；建筑面积为 1.99 万㎡，地块位于香坊区。
2018 年第 29 周 （2018 年 7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成交。
2018 年第 29 周 （2018 年 7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哈尔滨市共成交商品 1577 套，环比下降

5.06%，成交面积为 16.16 ㎡，环比下降 5.00%。
本周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较上周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保持稳定，由于本周无新开盘及加推项目，
导致本周成交量有所下降，随着刚性需求不断释放及开发商推出新产品、促销活动的持续吸引，未来商品房成
交量将持续上涨。

一、土地市场、
《土地供应》
2018 年第 29 周 （2018 年 7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哈尔滨市共供应 2 宗经营性用地，总占地面积为
0.57 万㎡；建筑面积为 1.99 万㎡，地块位于香坊区。

2018 年第 29 周哈尔滨房地产市场土地出让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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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成交》
2018 年第 29 周 （2018 年 7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成交。
2018 年第 29 周哈尔滨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
成交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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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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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手房市场
1、成交状况
2018 年第 29 周 （2018 年 7 月 16 日—2018 年 7 月 22 日）哈尔滨市共成交商品 1577 套，环比下降

5.06%，成交面积为 16.16 ㎡，环比下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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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较上周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保持稳定，由于本周无新开盘及加推项目，
导致本周成交量有所下降，随着刚性需求不断释放及开发商推出新产品、促销活动的持续吸引，未来商品房成
交量将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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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29 周商品房每日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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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本周周五成交量最大，成交套数为 244 套，成交面积 2.43 万㎡，本周二成交量最小，成
交套数 215 套，成交面积 2.1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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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9周商品房成交面积与套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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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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套，成交面积为 5.44 万㎡，
其次成交套数较多的区域为松北区共成 294 套，成交面积为 3.51 万㎡，最低的区域为平房区，共成交 36 套，
成交面积为 0.30 万㎡。

2018年第29周商品房成交面积区间占比
40㎡以下
21%

40-60㎡
60-80㎡

15%

22%

80-100㎡

20%

4%
9%

100-120㎡
120-140㎡

3%
5%

140-160㎡
160㎡以上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从面积区间分布来看 80-100 ㎡的商品房成交套数最多，约占总成交套数的 22%；100－120 ㎡商品房成交
套数占第二，约占成交套数的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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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出台老旧小区改造政策 对改造项目实施财政补助

日前，我省出台了《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指导意见》
。
《意见》提出了环卫消防设施、监控、环境设施、基础设施、房屋维修、适老化、危房整治和可增选内容等 8
项为改造内容，明确条件允许的，可增加节能、加装电梯、配套服务设施和建设地下停车场等内容。
二．国家收紧轨道交通建设:申报条件再提高!

7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以下简称为“意见”)，
提出严格建设申报条件。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除有轨电车外均应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并履行报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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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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