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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要用关键词
来形容今年的楼市，“调
控”是避不开的两个字。首
先在需求端，通过限购、限
贷抑制投资性需求， 然后
在供给端调整土地供应结
构，限价、限签全面发力。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
统计数据， 截至12月13
日， 全国有近110个城市
与部门（县级以上）发布有
关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超过
250次。

3月18日，长沙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进
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非
本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新

房， 购买首套商品住房首
付比例不低于30%。 长沙
市限购区域为芙蓉区、天
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
花区、望城区、长沙县（限
长沙经开区、星沙区域）。

5月20日，长沙限购再
次升级， 限购区域内第三
套房被叫停、 二手房也被
纳入限购范围。 到9月23
日，长沙更是深夜发文，规
定在本市购买的商品住房
（含二手住房，下同），需取
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3年
方可上市交易。至此，截至
11月，长沙已经历经了3次
大的调控，正式进入“五
限”时代。

2018年， 长沙房地产市场将
上演哪出大戏？12月20日，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闭幕， 在会上涉及房
地产的一百来字中， 出现了五次
“租”和两次“调控”，成为高频的
关键词汇。

会议指出， 加快建立多主体
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 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
别是长期租赁， 保护租赁利益相
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
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 完善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
机制， 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连续性和稳定性， 分清中央和地
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中央会议对租赁的多次强
调，也确定了明年的基调。朗涛地
产总经理黄耿文认为， 大力发展
租赁市场或是一种新趋势， 推行
租购并举将有效缓解供应端压

力，盘活闲置用地，保证刚需者的
购房需求。“‘调控’‘租赁’ 或成
2018年楼市关键词，可以预见，房
地产仍会呈现以稳为主的态势，
房地产短期调控不会放松， 同时
长效机制建设加快，2018年调控
效果将进一步显现。”

在新常态下， 房地产市场也
迎来转型。“新的时代、 新的分化
型的产业与市场格局， 意味着传
统的风口在降维， 但更多的风口
正在打开。”克尔瑞长沙机构总经
理刘佰忠认为， 从运营领域到民
生领域（共有产权住房、 限价房
等），从市场化的高品质产品深耕
到更多依赖核心优势资源驱动的
产业新城（项目）、科教健康文旅
新城， 从美丽乡村建设到特色小
镇、 特色地产等，“百花齐放的场
景里，2018年长沙房地产市场将
有更多可能。”

长沙楼市：从集体狂欢到回归理性
限购加码，限价、限签、限贷全面开启 房企转型，“调控”“租赁”或是明年关键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土地与房价
历来就被喻为“面粉”与“面包”的关
系。不过今年从整体来看，长沙土地市
场稍显冷静， 土地高溢价率也明显减
少。市场仍旧供不应求，政府出让土地
紧迫，房企面临拿地荒。

据湖南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
示，供应方面，今年1-11月长沙内六
区经营用地累计供应41宗， 土地宗数
同比上涨21%， 累计供应宗地面积为
176万㎡，同比下降16%。

而在成交方面， 受拿地成本增加
的影响，今年成交金额不降反升。内六
区经营用地累计成交145亿元， 同比
上涨16%。 整体楼面价为3843元/㎡，
同比上涨52%，溢价率达49%，同比略
高5%。

不过，与往年相比，长沙土地市场
出现了诸多亮点。 比如根据限购政策
推出了“限地价”“竞地价”机制。今年8
月，《长沙市住宅用地“限房价、 竞地
价”试点操作规则（试行）》发布，规定
今后长沙在住宅用地拍卖过程中，将
先设定住宅销售限价， 然后根据住宅
销售价与住宅综合开发成本， 按不高
于土地挂牌起始价的150%，综合确定
土地交易最高限价。

此外，近期长沙还推出《长沙市
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指出， 限价商品住房价格由成
本加利润加税金构成， 平均利润率
为6%-8%。

“目前，产品生产模式和定价权的
转移， 实际上意味着楼市原有的开发
逻辑已发生巨变。面包价格一旦明确，
面粉的价格则不得不慎重掂量了，开
发商拿地必将更为谨慎， 过去高价拿
地的项目操盘难度或将变得更大。”鑫
远集团执行总裁兼地产事业部总经理
喻磊建议， 房企需颠覆过去简单粗放
的开发模式，研判市场，重新审视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顺应大势，才能适应新
政背景下的楼市新生态。

狂欢、惊险、迷茫……市场正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考验。“3·18”“5·20”
“9·23” 新政的靴子落地，“限购”“限
售”“限价”“限签”“限贷”全面开启。一
时间，长沙楼市以谁也想不到的速度，
在跌宕起伏中重回理性。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
的。”十九大报告定调了明年房地产市
场的主题。长沙楼市持续降温，楼市成
交仍以刚需和改善型需求为主。 业内
人士认为，在楼市严格调控的影响下，
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正在路上，开
发商或向更多“可能性”转变。

■记者 卜岚

限购加码，进入“史上最严调控期”

经历了2016年的“跌
宕起伏”，2017年的长沙楼
市在调控中平稳前行。随
着市场总体成交走势的逐
步放缓， 购房者的购房心
态也正悄然变化。

看了半年多， 周先生
把买房列为今年的头等大
事，在今年5月终于下定决
心签订合同，“今年我第二
个孩子出生，想换掉3年前
的老房子，再买套学区房，
结果却被限购了。”

周先生告诉记者，前
年未限购之前，他一口气
买了4套房， 然后于去年
将两套转手出去，一口气
赚了60多万元，不过今年
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3·18新政下发， 当时我
没多想，错过了最好购房
时机，等到了5·20，才发
现为时已晚。”

随着限购的靴子落

地，投资者逐渐离场，长沙
新房价格涨幅也出现回
落。“91962套”， 这是中国
指数研究院给出的截至11
月长沙内六区商品住宅销
售套数， 和去年相比下跌
47%。这也意味着，今年长
沙房地产的年度总成交量
将大打折扣。

数据最具说服力。据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
示，1-11月长沙市内六区
成交1015.31万㎡， 同比下
降45%，均价为7186元/㎡，
整体与去年基本持平。分
区域来看， 岳麓区销售面
积 位 居 首 位 ， 共 成 交
251.64万㎡； 芙蓉区则以
43.36万㎡的成交面积 ，
排名最后 ； 分面积段来
看， 刚需户型仍占主导，
90-120㎡（含）的户型销
售面积高达361.29万㎡，
排名首位。

前11月共成交91962套，同比下跌47%

房企拿地成本增加
累计成交145亿元

影响
房企全面转型，房地产市场博弈白热化

从楼市集体的狂欢， 到年底
市场的平淡收尾， 与市场一同与
时俱进的，还有一直不断创新、不
断开拓的房企们。

作为地产界的“网红”，阳光
城在内部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
提出“三全五圆”的发展战略，阳
光城全面提速增效， 而这一切变
化的成效已在业绩上有了体现。
根据克而瑞发布的1-11月房企销
售排行榜显示， 阳光城实现了
769.3亿的销售金额，位居全国第
22位。而在去年，阳光城全年的销
售金额为487亿，今年，阳光城正
向新高度加速迈进。

同样，扎根南城的鑫远集团，
也早已从城市的建设者转型成了
城市运营者， 开启了地产3.0时
代。从城市基础建设起步，通过十

六年的发展， 在省府片区开发建
设了十余个住宅项目， 公司的发
展也从单一的地产开发转向了医
疗、健康、养老、环保、商业、酒店
等各个领域。

跨越发展，让开发商们在波
澜起伏的长沙楼市中处变不
惊。在“金科集团2017年合作商
交流大会”上，金科股份常务副
总裁方明富就曾通过“金科战
略布局的洞察与思考”、“金科
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与输出”两
大部分，从金科的城市群研究、
金科从传统地产商华美转身为
多元的美好生活服务商等角度
诠释了金科跨越式发展的两个
美好愿景，即：“三圈一带”助力
“美好中国”、“三位一体” 实现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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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密集调控政策影响下，楼市出现过山车式变化。 （资料图，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