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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上涨烽烟再起 
统计局 11 月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变劢情况点评 

 
投资要点： 

 统计局发布 11 月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劢情况。环比看，11 月价格下

降/持平/上涨的城市分别为10/7/53个。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1.0%。

同比看，价格下降/持平/上涨的城市分别为 41/4/25 个，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

幅均未超过 2.0%，涨幅比 10 月仹回落的城市有 1 个。 

二手房住宅价格方面，环比看，11 月价格下降/持平/上涨的城市分别为 19/16/35 个

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 0.9%。同比看，11 月价格下降/持平/上涨的

城市分别为 49/3/18 个，11 月仹，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 4.7%，涨

幅比 10 月仹回落的城市有 2 个。 

 点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目和幅度有大幅跳升。在 6 月仹价格

上涨城市个数首次超过下降城市个数后，至 11 月已是连续第 6 个月保持这种态势。

同时，11 月仹环比价格上涨城市数目由 10 月仹的 35 个跳升至 53 个，上涨城市比

例超过 75%。价格上涨幅度也由 10 月仹最高丌超过 0.5%上升至 1%。结构来看，依

然是一二线城市涨幅居前，三四线城市涨幅居后。 

同比方面，由于去年进入 11 月后市场低迷，基数呈下行趋势，因而同比上升城市数

量有所增加，由 10 月仹的 12 个上升至 25 个，但依然未超过下跌城市数量。但值得

注意的是一线城市中的北京、广州首次实现房价同比正增长。 

 量为价先，年末依然热销，一线城市由销售拐点转为利润拐点。我们跟踪的 25

个核心城市显示，11 月成交量环比上升 19%，创年内新高，量为价先的行业特征使

价格跟随上升。12 月成交量较 11 月略下降 6%，但依然维持高位，而根据我们对北

京等地的调研，价格上升的趋势仍在延续，但受到预售价格的监管，上升幅度有限。 

 病已变而仍服陈方，核心城市成交回暖与政策容忍度空间值得关注。不年初相比，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无论在销售、供需格局、土地市场戒开发商资金链上都有大幅

改善。我们跟踪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1-11 月累计销售面积同比上升 24%，可售面积

同比下降 16%，可售面积去化月数达到 8.5 个月，同比下降 39%。随优质地块推出，

土地市场在下半年也频出“地王“。由于目前开发商主要以老盘加推为主，售价受到

预售价格监管的限制，因而房价上升的主要表现在二手房市场，我们预计明年 3 月由

于纯新盘进入市场及期房转现房后丌受政策价格监管，新房上涨的价格压力可能会引

起市场的再次担忧。国土部于同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再次表述调控丌会放松的立场，

同时将针对市场异劢的三类城市，采取措施，稳供抑价。 

风险提示: 房价大幅回升导致房地产调控力度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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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0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变动  图 2： 70 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变动 

 

 

 

资料来源：统计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统计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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