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周报·深圳市场研究部

2011 年·第 9 周【2011.02.21－2011.02.27】

2018 年第 33 周 ：本周土地零供应，商品房成交有所上涨

2018 年第 33 周 （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供应。
2018 年第 33 周 （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成交。
2018 年第 33 周 （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共成交商品 1665 套，环比增加

0.67%，成交面积为 16.92 ㎡，环比增加 0.53%。
本周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较上周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保持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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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周 （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供应。

2018 年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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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周 （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无经营性土地成交。
2018 年第 33 周哈尔滨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
成交日期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地块用途

占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面积

成交单位

--

--

--

--

--

--

--

--

二、一手房市场
1、成交状况
2018 年第 33 周 （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9 日）哈尔滨市共成交商品 1665 套，环比增加

0.67%，成交面积为 16.92 ㎡，环比增加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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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较上周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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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 33 周商品房每日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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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本周周日成交量最大，成交套数为 253 套，成交面积 2.52 万㎡，本周二成交量最小，成
交套数 232 套，成交面积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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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套，成交面积为 5.69 万㎡，
其次成交套数较多的区域为松北区共成 310 套，成交面积为 3.67 万㎡，最低的区域为平房区，共成交 38 套，
成交面积为 0. 31 万㎡。

2018年第33周商品房成交面积区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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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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0－120 ㎡商品房成
交套数占第二，约占成交套数的 24%；160 ㎡以上的商品房所占的比例最小，占总成交套数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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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通知:哈尔滨哈西、群力、松北新区等地区及周边重点整治房价

14 日，记者从黑龙江省住建厅获悉，近日，黑龙江省下发《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
场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将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以哈尔滨市为重点，哈尔滨市所辖哈西、群力、松北新区等房价上涨较快区域为重点地
区。同时在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黑河市、绥化市、农垦总局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治理时间从 8 月开始到今年底，针对全省房地产市场乱象，通过多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打击投机炒
房行为和房地产“黑中介”
，治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和虚假房地产广告，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
场秩序，健全房地产市场监管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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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黑龙江 790 家房地产商上黑榜

14 日，记者从黑龙江省住建厅获悉，为深入开展全省房地产领域信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77 号)《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
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黑高法〔2017〕7 号)的有关规定，现对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项目逾期未回迁安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资质有效期届满且未办
理延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予以公布，并实施重点监管、惩戒和限制。
三．权威发布!7 月哈尔滨房价环比上涨 2.2% 涨幅较 6 月扩大

8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8 年 7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其中，哈尔滨商品房
价格环比上月上涨 2. 2%，同比去年同期上涨 12.6%，涨幅较上个月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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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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18001

东莞世联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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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世联置业有限公司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326 号
江报传媒大厦五层西南单元
电话：0791-853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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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世联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平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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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1-6563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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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30031

沈阳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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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厦 C 座 16 层 16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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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广场 B 座 10 楼 B
电话：0510-8118 9266
传真：0510-8118 9260
邮编：214001

北京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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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19-8168 3623
邮编：213017

成都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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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日央扩国际广场 18 楼
电话：028-8555 8655
传真：028-8526 5721
邮编：610041

南通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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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辰大厦 A 座 901 室
电话：0513-8357 2168
传真：0513-8357 2160
邮编：226000

重庆纬联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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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8903 8576
传真：023-8903 8576-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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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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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11-6779 6050
传真：0311-6779 6957
邮编：050000

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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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276 3688
传真：0755-8276 3412
邮编：518048

西安世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西安市科技路 33 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32 层
电话：029-6858 7777
传真：029-8834 8834
邮编：7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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