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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全国土地市场整体表现为量价齐涨。具体来看，在近两个月大规模的土

地供应支撑下，11月成交规模创下年内新高，成交建面升至23082万平方米。地价与

上月相比呈现微增之势，达2135元/平方米，但一线城市受两大成交主力上海、广州出

让地块价格相对较低的影响，地价环比下降了16%，降至11861元/平方米。考虑岁末

因素，大部分城市均加快了推地节奏，使得11月土地供应面积实现翻番，加之年底又是

土地成交的高峰期，预计12月土地成交规模大概率会再创新高。 

市场热度方面，继上月溢价率迎来近半年的首次上扬之后，11月土地市场热度再度

回落，溢价率降至8.0%，在低位徘徊；虽然市场热度有所下滑，但市场整体稳定之势

渐显，整体流拍率降至9.1%，创下半年以来新低。 

市场走势：土地成交量创年内新高  

供应方面，11月份各城市在年末土地供应大爆发，本月全国土地市场供应量大幅增

加。CRIC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36城经营性土地供应总建筑面积为51709万平方米，

环比大涨113%，和去年同期相比也呈增加之势，涨幅为20%，是近三年来的最高峰。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临近年底，许多未完成供地计划的城市加快了供地节奏，导致供

应规模“爆发式”增长。各能级城市供地节奏保持一致，本月供应量均创下年内新高，

其中，二线和三四线的土地供应量较上月均实现了翻番，环比涨幅分别为103%、117%，

其中成都、武汉、长沙、郑州等中西部城市的供应规模较上月均实现了翻番。一线城市

供应虽未翻番，但环比涨幅也高达44%，北上广深四城均有城市供应，广州的荔湾、

天河等主城区，上海的虹口、浦东等内中环区域、深圳的前海板块均有土地供应。在各

城市均有优质土地供应的带动下，一线城市下月的量价预计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 

成交方面，在近两月土地供应规模维持高位的推动下，全国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继续

上涨，并且增幅进一步扩大。具体来看，据CRIC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36城土地成交

建筑面积为23082万平方米，同环比均呈上涨趋势，涨幅均为16%。考虑到本月供应

翻番，年末又是传统的成交高峰期，预计12月土地成交规模大概率会创下新高。 

受一线城市成交规模增加的影响，整体地价下滑趋势也因此中止。11月平均地价为

2135元/平方米，和上月相比上涨4%，同比来看与去年同期变化不大，涨幅仅为1%。

但各能级城市表现各异，整体呈现出一线下滑，二、三线上涨的趋势。其中，一线城市

成交平均楼板价为11861元/平方米，较上月下降了16%，主要是由于上海、广州两大

成交主力本月出让地块价格相对较低导致，拉低了一线城市整体地价；二线城市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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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地价城市成交规模大幅提升的影响下，成交均价环比有所提升，增幅达16%，是三

个能级城市中地价上涨最大的城市；三四线城市地价也呈上升之势，但增幅仅有2%，

平均楼板价增至1477元/平方米。 

CRIC监测城市经营性用地月度供应与成交情况（单位：万平方米，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市场热度：溢价率在低位徘徊，流拍率创下半年新低至9.1% 

继上月溢价率迎来近半年的首次上扬之后，11月土地市场热度再度回落，成交溢价

率为8.0%，环比上月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整体表现较为稳定，近三月均在8%左右

徘徊。分能级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本月平均溢价率为4.8%，较上月再涨0.7个百分点，

主要是深圳有稀缺优质地块出让，其中位于光明、龙华、坪山的三宗地溢价率均超20%，

拉动溢价率继续回涨；二线城市溢价率也在西安、宁波、武汉、合肥等城市优质地块高

溢价成交的带动下较上月上涨了0.5个百分点，达到8.2%；三四线城市溢价率下滑趋

势延续，相比上月再降1.0个百分点，平均溢价率降至8.5%的低位。 

虽然市场热度有所下滑，但市场稳定之势渐显。据CRIC统计，11月全国土地市场

流拍率为9.1%，较上月下降了2.4个百分点，创下半年以来新低，土地流拍情况也有所

缓解。就重点监测城市的流拍情况来看，土地流拍现象再度蔓延，不仅是三四线城市，

许多此前热点城市如深圳、合肥等均有土地流拍。考虑到当前房企仍面临较大的资金压

力，拿地态度也会更加谨慎，流拍现象依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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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 CRIC 监测城市经营性用地成交溢价率和流拍率走势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重点地块：上海、深圳等热点城市均有优质宅地供应厦门总价、单价成交纪录双双刷新 

面对持续的土地流拍现象，更多城市开始调整供地策略，加大热点区域的优质土地供应，

除上海、深圳、厦门等地价较高的城市均有优质宅地供应外，三四线城市的城区中心宅

地也明显增多。这些优质地块的出让也刺激了房企的拿地积极性，带动本月总价榜和单

价榜入榜门槛环比分别提升21%和6%。稀缺地块的出让也使得本月成交总价和单价榜

的入榜溢价地块数量居于高位，两榜中溢价率在20%及以上的土地分别有3、4幅，与

上月基本持平。其中，溢价率最高的当属厦门湖里商住地块，该地块是厦门岛内今年首

场土拍，该地块位于湖里区枋湖板块，紧靠湖里区政府，区位优势显著，因此吸引了融

侨、正荣、大名城、平安、中骏等13家房企前来竞拍。在经过多轮竞拍后，最终由中骏

集团以59.4亿元的总价竞得，成交楼板价4.56万元/平方米，成为本月总价榜榜首和单

价榜第二位（仅次于上海静安区纯宅地价格），溢价率30.12%，刷新了岛内成交土地

的总价纪录和单价纪录。此外，深圳本月表现也较为突出，龙华民治地块一宗地入榜，

在总价榜和单价榜中均位列第三位，该宗地周边已有多家品牌房企入驻，居住氛围浓厚，

配套也比较成熟，并且地块周边就是地铁4号线上塘站，交通也很是便利，因此吸引了

多家房企的争夺，最终由中海以50.2亿元的总价斩获，溢价率23%，是一线城市中溢

价率最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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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全国城市经营性土地成交总价排行榜 

排名 城市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 
成交总价 

溢价率 受让人 
（亿元） 

1 厦门 土地市场 2019 第 43 号湖里区 2019P01 商住; 59.40  30% 中骏 

2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地块 纯住宅; 51.00  0% 中海+首钢 

3 深圳 深土交告〔2019〕17 号/A816-0068 纯住宅; 50.20  23% 中海 

4 东莞 南城街道 2019WG044 商住; 45.12  25% 华润 

5 广州 2019NJY-15 南沙区横沥岛地块 纯住宅; 44.76  0% 葛洲坝联合体 

6 北京 北京亦庄开发区路东区 E9R3、R4 地块 综合; 42.82  1% 招商蛇口 

7 苏州 苏地 2019-WG-48 号地块 综合; 33.71  0% 招商蛇口 

8 北京 北京亦庄开发区路东区 E9R2、A2 地块 综合; 30.70  5% 山西通建 

9 绍兴 绍市自然告字[2019]51 号官渡 3 号地块 商住; 30.00  15% 元垄 

10 保定  雄安自告交[2019]1 号 商办; 30.00  0% 雄安集团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2019 年 11 月全国城市经营性土地成交单价排行榜 

排名 城市 地块名称 土地用途 
楼板价 

溢价率 受让人 
（元/平方米） 

1 上海 静安区天目社区 20B-01 地块 纯住宅; 55001 0% 大宁 

2 厦门 湖里区 2019P01 商住; 45103 30% 中骏 

3 深圳 深土交告〔2019〕17 号/A816-0068 纯住宅; 37404 23% 中海 

4 北京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地块 纯住宅; 34309 0% 中海+首钢 

5 上海 普陀区长寿社区 D5-1 地块 商办; 29517 0% 瑞安 

6 南京 建邺区 NO.2019G77 纯住宅; 29498 21% 深业 

7 南京 建邺区 NO.2019G78 纯住宅; 28877 20% 南京安居 

8 北京 北京亦庄开发区路东区 E9R2、A2 地块 综合; 28185 5% 山西通建 

9 北京 北京亦庄开发区路东区 E9R3、R4 地块 综合; 27936 1% 招商蛇口 

10 杭州 杭政储出[2019]60 号 商住; 25446 13% 滨江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总结 

临近岁末，11月土地供求规模迎来周期性回升，均创下年内新高，并且随着一线城

市成交占比的大幅提升，整体成交价格也出现回涨。市场热度方面，虽然一二线城市在

优质地块带动下溢价率小幅上涨，但是受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热度下行的影响，整体市

场热度并未升温，溢价率依然在相对低位徘徊；虽然市场热度并未回温，但是市场整体

稳定之势渐显，土地流拍率降至9.1%，创下半年以来新低。 

考虑到11月供应已然翻番，维持在超高位，加之年末又是传统的成交高峰期，预计

12月土地成交规模定能创下年内新高。但就市场热度来看，溢价率将维系本月的平稳态

势，一方面是地价并未出现非理性攀升，在严厉的资金面管控和地方“限地价、限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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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件限制下，地市依旧“价稳”，溢价率水平持续低位；另一方面是供地愈发精准，

在资金面管控持续趋严、土地成交放量的情况下，流拍率却没有继续上升，说明地方政

府在土地供给和地价设定上更加贴合市场需求。再联系近日政治局会议来看，也没有对

房地产调控提出新的要求和改革方向。由此来看，预计12月土地市场将量增价稳，2019

年土地市场也会平稳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