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月 24 日

【昨日新房成交】单位：万平方米

城市 成交 本月累计

北京 3.20 60.24

上海 —— ——

广州 —— ——

深圳 0.90 13.96

注：新房成交为商品住宅数据

【昨日二手房成交】单位：万平方米

城市 成交 本月累计

北京 3.2 70.18

深圳 0.9 14.98

杭州 1.43 18.53

南京 2.79 38.14

注：二手房成交为商品住宅数据

一、二线城市成交指数上涨 太原出台稳楼市 36条

一线城市成交指数：14.57 / 二线城市成交指数：60.61 / 三线城市成交指数：19.92

政策——太原出台稳楼市 36条：新市民、青年人购首套房无需社保证明

房贷款政策对于中国网地产讯 5月 23 日，太原市人民政府今日发布《关于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共包括 36 条措施。其中，

新市民、青年人来太原工作生活并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的，无需再提供落户、

社保、纳税等相关证明；对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房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住房

按揭贷款首付比例按照 20%执行；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下的由财政全额补贴所缴

纳契税，面积在 90 至 143 平方米(含)的由财政补贴 80%所缴纳契税，面积在 143

平方米以上的由财政补贴 50%所缴纳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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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一、二线城市成交指数上涨，北京上涨 363.50%

05 月 23 日，一线城市成交指数为 14.57，环比上涨 11.97%，北京上涨

363.50%；二线城市成交指数为 60.61，环比上涨 56.93%，杭州上涨 46.82%；

三线城市成交指数为 19.92，环比上涨 17.56%，佛山上涨 17,.22%。一、二线

城市成交指数较昨日上涨。

土地——衢州柯城区 2宗商住地以底价 12.38 亿元成交

观点网讯：5月 24 日，衢州柯城区出让 2宗商住地。

总出让面积 104 亩，总建筑面积 11.1 万方。衢州柯城区 2宗商住地总起价

12.4 亿元。

2宗地均采用“限房价、限地价、线下摇号”的方式出让。

据了解，最终，衢州柯城区 2宗商住地采用“限房价、限地价、线下摇号”

的方式出让，均以底价 12.38 亿元成交。

列表单位：万平方米，亿元，元/平方米

城市 地块编号 土地用途 建筑面积 成交价 楼板价 溢价率

衢州 - 商住 11.1 12.38 - -

【今日焦点】

 金科坚定引入国资增信 坚决不躺平

 北京市住建委：房屋中介不得跨区经营

 北京第二轮集中供地出让活动延期一周

 天津：将进一步放宽滨海新区落户限制

 北京基础设施投资拟发行 35亿元债券

研究详见：

http://yanjiu.cric.com

更多数据详见：

http://yanjiu.cric.com


【企业动态】

 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 共 6方面 33 项

（观点地产网）观点网讯：5月 23 日，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会议决定，实施 6 方面 33 项措施，主要包括：一是财政及相关政策。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在

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 1400 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 2.64 万亿元。将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 5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等三项社保费政策延至年底，并扩围至其他特困行业，

预计今年缓缴 3200 亿元。将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扩大至所有困难参保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

毕业生的，加大扩岗补助等支持。各地要加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费、房租等支持。今年专项

债 8月底前基本使用到位，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新增 1

万亿元以上。

 李凯彦辞任万科海外执行董事 丁长峰接任

（观点地产网）观点网讯：5月 23 日，万科海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了执行董事变动公告。

观点了到，执行董事李凯彦先生于今日起辞去职务；董事会委任丁长峰先生为执行董事，自今日起

生效，任期 3年，主要分管集团的英国及美国业务。

丁长峰，现年 52 岁，于 1992 年加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1 月被委任为上海万科企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于 2001 年担任万科企业副总裁；2005 年 11 月，担任万科企业北方区域总经理；现

任万科企业酒店与度假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多家万科企业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董事；自 2002 年 11 月

起，担任 Banyan Tree Holdings Limited 非执行非独立董事；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取

得学士学位，1998 年在北京大学获得世界经济学硕士学位。

 金科将召开“20金科 03”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调整本息兑付等议案

（观点地产网）观点网讯：5月23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召开“20金科03”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据获悉，该笔债券余额 12.5 亿元，会议将审议《关于豁免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期限的议案》、《关于

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加增信保障措施的议案》、《关于修改宽限机制适用情形的议案》、《关于发行

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不逃废债”的议案》四个议案。

其中，《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增加增信保障措施的议案》中，议案如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通过，本期债券全部债券持有人的本金兑付时间调整为自 2022 年 5 月 28 日起的 12 个月内，即:在兑

付日调整期间，定期兑付一定的本金，直至第 1年末累计付清本期债券全部本金 12.50 亿元。



【土地动态】

 中荥置业 1.82 亿竞得河南荥阳一宗约 63 亩居住用地

（观点地产网）观点网讯：5月 23 日，河南荥阳市成交 1宗居住用地，成交价 18200 万元，折合

单价约 288.9 万元/亩，竞得人为郑州中荥置业有限公司。

据观点了解，该地块位于棋源路与兴国大道交叉口西南角，土地面积 41998.73 平方米，折合 62.998

亩。出让年期 70 年，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建筑高度＜54 米，容积率＜2。

资料显示，郑州中荥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07 月 07 日，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酒店开发、运营；装修装饰工程；园林绿化；房地产咨询服务；承办展览会；建筑材料销售。

该公司由荥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

 宁波发布 17 宗地块预申请公告 总出让面积 78.69 公顷

（观点地产网）观点网讯：5月 23 日，宁波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发布 17 宗地块出让意向预申请公告，

公告期截至 6月 6日 17 点。

据了解，本次预申请地块含 9宗住宅商住地，3宗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和 5宗安置用地，总出让面

积 78.69 公顷。其中，9宗住宅商住地总面积 50.32 公顷，占比 64%。

此次供地面积最大的是鄞州区，计划推出 5宗地块总面积 28.2 公顷，占比接近 3成；镇海区同样计

划推出 5宗地块，用地面积 19.59 公顷；其次分别为江北区推出 16.85 公顷、北仑区推出 10.46 公顷、

海曙区推出 9.6 公顷；奉化区无地块预公告。

两宗面积最大的涉宅地均位于江北区，其中，江北区 JB15-06-17、20 地块，位于洪塘地段内，东

至茅家河绿化带，南至北环西路绿化带，西至开元路，北至长兴路，面积 8.84 公顷，用途为城镇住宅、

零售商业、餐饮、旅馆用地。

江北区 JB14-04-05 地块，位于庄桥西地段，东至北海路，南至长兴东路，西至洋市河沿河绿带，北

至江北大道沿路绿带，用途为镇住宅及配套用地。

 南京栖霞区一宗商业用地终止出让 原起始价 9500 万元

（观点地产网）观点网讯：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5月 23 日公告，NO.2022G19 地块因故终止

出让，具体交易时间另行发布公告。

据了解，该地块为栖霞区栖霞街道栖霞山以西、茶圣路以北主题宾馆地块，总用地面积 43566.53

平方米，出让年限 40 年，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容积率小于等于 0.8，起始价 9500 万元。原计划限时

竞价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上午 9:30 开始。出让条件显示，该地块带建筑物挂牌, 地块内已建建筑

总建筑面积为 40872.83 平方米。



典型城市 05 月 23 日成交情况表 单位：万平方米

分类 数据类型 城市

5.22 5.23 本月累计 较上月同期增长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一线城市

商品住宅 北京 70 0.69 329 3.20 6323 60.24 -35% -31%

商品住宅 上海 —— —— —— —— —— —— —— ——

商品住宅 广州 —— —— —— —— —— —— —— ——

商品住宅 深圳 5 0.04 101 0.90 1463 13.96 6% 7%

二线城市

商品住宅 南京 —— —— 297 2.79 4094 37.38 -6% -3%

商品住宅 成都 —— —— 768 7.18 8491 79.03 -3% -3%

商品住宅 杭州 102 0.97 129 1.43 1591 16.47 -29% -27%

商品住宅 苏州 —— —— 170 1.93 2213 23.89 -1% 3%

商品住宅 厦门 —— —— 112 1.21 1458 15.26 -5% -3%

商品住宅 青岛 2 0.01 110 0.99 1369 12.76 14% 14%



分类 数据类型 城市

5.22 5.23 本月累计 较上月同期增长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套数 面积

三线城市

商品房 无锡 9 —— 22 —— 2401 —— 54% ——

商品住宅 东莞 1 0.01 85 0.83 1085 11.16 23% 18%

商品房 佛山 51 0.61 163 1.67 3512 37.19 7% 2%

商品住宅 扬州 —— —— 4 0.04 1122 10.88 40% 49%

商品住宅 江门 —— —— 63 0.65 985 10.50 -15% -11%

商品房 舟山 —— —— 49 0.47 573 5.11 0% -7%

商品住宅 建阳 —— —— 2 0.02 103 1.03 23% 27%

备注：每日成交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据，其累计结果与月度成交存在一定出入。

一线城市均为商品住宅数据，上海商品住宅数据包含动迁安置房、配套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住房数据。

二线城市除无锡、哈尔滨、宁波、昆明、佛山为商品房数据，其它城市为商品住宅数据

三线城市除吉林、徐州、海口、镇江、北海、连云港、三亚、桂林、安庆、南充、泸州、九江、舟山、文昌、万宁、江阴为

商品房数据，其它城市为商品住宅数据

（续上表）典型城市 05 月 23 日成交情况表 单位：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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