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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迎来了年内集中供地的首批供应及成交小高潮，全国土地市场供求双侧环

比回升，不过同比依旧大幅下滑。尤其是成交规模方面，本月还不足1亿平方米，显著

不及往期水平。

市场热度方面，在热点城市合肥、厦门首轮集中土拍回暖的带动下，平均溢价率环

比略有回升，但结合实际土拍表现来看，城市间及城市内部板块的冷热分化依旧明显，

热点板块的优质用地数十家房企争夺，库存压力较大的远郊地块或条件较为苛刻的地块

则基本依赖本地国企托底或遭遇流拍。

市场走势：重点城市密集挂牌带动供应规模大涨，但成交规模仍处较低水平

供应方面。重点城市迎来挂牌高峰期，包括深圳、广州在内的14个重点城市在月内

发布了首轮集中供地公告，3月份土地市场供应量较上月大幅增加。据CRIC统计数据显

示，全国土地市场经营性土地供应总建筑面积达14078万平方米，环比大涨115%，但同

比下降了29%。重点城市集中供地方面，先后有厦门、武汉、成都、重庆、长沙、杭州、

南京、宁波、天津、苏州、济南、无锡、深圳和广州等14个城市发布首批集中出让公告，

不过除杭州、成都、长沙、天津等个别城市外，大部分城市的供应量都在300万平方米

以下。对比去年首批次供应规模来看，仅深圳供应量略超出去年同期，8宗地总建面达

108万平方米，其余城市供应量均较去年首批次缩减。

成交方面。尽管有六个城市在本月完成了首轮集中土拍，但大部分城市成交规模不

足100万平方米，因此并未能有效助力全国土地市场成交规模上涨，3月成交量较去年同

期仍有较大差距。据CRIC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市场经营性用地成交建筑面积达6463

万平方米，受上月低基数的影响，环比大增55%，但同比下降60%。各能级城市中，仅一

线城市因在月末开拍的上海推迟集中出让、本月成交规模环比下降，二三线城市的成交

规模均呈环比上涨趋势，尤其是二线城市，在六城集中土拍的带动下，成交规模环比大

增177%。

价格方面。因集中供地潮来临，优质宅地供应力度明显增加，本月平均地价突破3000

元/平方米。各能级城市中，一线城市本月平均地价达18818元/平方米，环比不及上月，

但同比上涨了62%；二三线城市本月成交均价环比均呈上涨趋势，尤其是二线城市，本

月成交均价达6525元/平方米，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最高点。



版权所有©易居企业集团·克而瑞研究中心 3/ 7

土地月报-克而瑞研究中心

图1 CRIC监测城市经营性用地月度供求量价走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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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首拍均现冷热分化，致溢价率、流拍率双双环比上行

市场热度方面。在合肥、厦门、重庆等城市首轮集中土拍明显回暖的带动下，平均

溢价率微升至4.5%，连续四月环比微涨。

各能级城市表现略有差异，除一线城市因成交地块均为商办或旧改用地，溢价率降

至零点外，二、三线城市溢价率环比均上涨。具体来看，合肥、厦门、福州、青岛、重

庆、武汉等六个二线城市中，合肥、厦门、重庆等溢价率水平较去年第三轮均明显好转，

尤其是合肥，成交的24宗地中15宗进入竞品质阶段，比例超过60%，其中滨湖区数宗优

质地块更是吸引了二十余家房企争夺，优质地块竞争激烈，使得二线城市溢价率环比上

月上升1.9个百分点，增至5.6%，在三个能级中热度居首；三四线城市溢价率也略有上

涨，平均溢价率增至4.3%。

图2 CRIC监测城市经营性用地溢价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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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土地流拍方面。以重点监测的城市来看，供应增加之下，流拍现象较上月有所加剧，

流拍率增至18%。结合流拍地块所在城市来看，除了流拍常客三四线郊县外，本月集中

土拍的城市也有多宗地遭遇流拍。尽管在降低优质地块出让门槛、提升住宅限价等调整

下，厦门、合肥等城市首拍回温明显，出现了多宗地触顶成交的火热局面，但对于区位

较为偏僻、周边库存较大的地块而言，仍难成功出让，如合肥、福州此次分别有8幅地

和6幅地遭遇撤牌或流拍，首批次流拍率分别高达25%和33%。

图3 重点监测城市的经营性用地流拍率走势图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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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地块：降门槛下厦门首拍回温，年内第一宗总价超百亿地块成交

3月，先后有福州、合肥、厦门、青岛、重庆和武汉等6个城市完成了22年首轮集中

土拍，上海和成都则开启了首拍。对比去年第三批次集中土拍表现来看，厦门、合肥、

重庆回温最为明显，首拍溢价率均在5%以上。尤其是厦门，通过加大优质地块供应、降

低起拍价等方式，首拍明显回暖，岛内地块基本均为溢价成交，岛外亦出现了触顶摇号

的火热局面，流拍现象也较去年第三批次大幅好转。

表1 2022年3月全国城市经营性土地成交总价排行榜（单位：亿元）

排名 城市 地块名称
土地

用途

成交总价

（亿元）
溢价率 受让人

1 上海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黄浦江沿岸地块 商办; 135.04 0%
上海地产联

合体

2 佛山 2022-01-31 顺德区 TD2022(SD)WG0005 商住; 38.60 0% 华润置地

3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1 号湖里区 2022P06 商住; 37.60 4% 建发房产

4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2 号思明区 2022P03 商住; 32.70 12% 建发房产

5 绍兴 柯桥区 KQ-072-19 地块 纯住宅; 28.55 0% 金昌联合体

6 福州 榕宗地 2022-02 号地块（玺云公馆） 商住; 27.34 11% 建发房产

7 西安 城南区 BL9-14-33-1 等地块 商办; 25.75 0%
太古地产+西

安城桓文投

8 武汉 江汉区长江日报路和香江路交汇处东侧地块 商住; 25.00 0% 武汉城建

9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0 号湖里区 2022P05 纯住宅; 24.10 8% 建发房产

10 武汉 硚口区武汉中央商务区常码头地块 纯住宅; 23.10 5% 凯德集团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在成交地块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上海黄浦滨江商办用地。据地理位置来看，宗地位

于董家渡区域，毗邻绿地外滩中心，拥有一线江景，区位极其优越；同时地块还是董家

渡区域最后一宗大型商办综合体地块，价值也十分高。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该地块的

出让条件也十分严苛，最终由本地国企联合竞得，成交总价为135.04亿元，是年内至今

成交的唯一总价超过百亿地块。

表2 2022年3月全国城市经营性土地成交单价排行榜（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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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黄浦江沿岸地块 商办; 49126 0%
上海地产

联合体

2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09号思明区 2022P02 纯住宅; 46490 15% 金地

3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2号思明区 2022P03 商住; 45100 12% 建发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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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0号湖里区 2022P05 纯住宅; 43670 8% 建发房产

5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1号湖里区 2022P06 商住; 42204 4% 建发房产

6 上海 浦东新区高行集镇单元（0Y00-0701）B3-2 地块 纯住宅; 34401 0%
长江高行

置业

7 厦门 土地市场 2022 第 14 号集美区 2022JP03 纯住宅; 24042 14% 中海地产

8 福州 榕宗地 2022-02 号地块（玺云公馆） 商住; 22205 11% 建发房产

9 上海 宝山区顾村镇 BSP0-1501 单元 08-02 地块 纯住宅; 21432 0% 大华

10 成都 高新区桂溪街道铜牌村 7、8、9 组 纯住宅; 19500 15%
成都城投

置地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总结

与上月判断一致，受国内疫情反复和经济波动影响，3月份土地市场成交仍处于历

史低位，其中上海更是推迟了首轮土拍时间。土拍热度方面虽然合肥、厦门等部分城市

出现回升，但具体到城市内部来看依旧冷热分化，如合肥新站区6幅地块全部流标，并

导致周边新房市场热度进一步下滑。

由此来看，目前热点优质板块的拿地机会已经得到了市场认可，但行业整体仍处于

相对敏感的信心重建期，中央的维稳信号仍需进一步向地方落实。对于即将在4月下旬

开启首轮土拍的众多城市而言，若想要集中土拍达到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还是

需要更多实质性地方利好政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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