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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市场行情： 

本周（9.26-9.30）A股地产指数（申万房地产）涨幅-2.50%（上周-2.45%），A股大盘（万得全 A）涨幅-2.52%（上周-1.77%）；

H股地产指数（克而瑞内房股领先指数）涨幅-7.83%（上周-7.97%），H股大盘（恒生指数）涨幅-3.96%（上周-4.42%）。本周

A股地产板块表现均强于大盘、H 股地产板块表现弱于大盘。 

行业基本面： 

新房销售降幅扩大，二手房销售持续复苏。从数据来看，45 城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10.1~10.7）同比-39.8%，上月同比-12.3%；

16 城二手房成交面积（10.1~10.8）同比 65.8%，上月同比 21.0%。 

去化周期上升。从数据来看，15 城商品房去化周期（截至 10.7）为 649 天，上月同期为 586 天。 

土地市场供需两弱。从数据来看，100 大中城市本年累计（截至 10.9）成交土地建面同比-18.7%，上周累计同比-18.2%；本

周 100 大中城市（10.3~10.9）土地成交溢价率 0%，上周 1.8%；100大中城市本年累计（截至 10.9）土地成交总价同比-38.1%，

上周累计同比-37.8%。 

融资形势依旧严峻。从数据来看，境外地产债发行规模（10.1~10.9）累计同比-100.0%，上月规模同比-48.2%。 

投资策略： 

中央多部门联合出台需求端呵护政策，政策方向进一步明确，为地方的政策放松进一步开打了空间。我们认为，在“用足用

好政策工具箱”的指导下，政策正进入新一轮释放期，纾困力度与需求刺激力度都在进一步加强。9 月 29 日，央行、银保监

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今年 6-8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降的城市，

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二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则按现行

规定执行。当前国家统计局跟踪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 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23 个城市符合规定条件，包括 10 个二线城市，13

个三线城市。同日，央行决定自 10 月 1 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15 个百分点，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上利率分别调整为 2.6%和 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政策保持不变。这是央行时隔逾 7 年首次下调首套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在 2023 年年底之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后并在 1 年内重新购

房，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我们持续推荐：1）具有全国化和综合化发展能力的高信用龙头央企，推荐保利发展。我们认为信用优势将推动龙头央企在土

地和并购市场获得优势，持续的拿地推盘能力与优质的信用背书也有望在需求回暖之时抢占先机，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2）

扎根高能级区域，积极向全国拓展的优质地方国企龙头，建议持续跟踪越秀地产。我们认为深耕高能级区域的地方国企龙头，

兼具业绩稳定性与未来成长性。在民企大规模暴雷和丧失拿地能力的当下，凭借深耕高能级区域铸就的稳定基本盘和融资优

势带来的逆势扩张能力，地方国企龙头有望在行业出清过程中实现赶超。3）具有优质的经营体系，开发主业稳健，同时被监

管机构选定为示范房企，受到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民营房企，建议持续跟踪龙湖集团、碧桂园。融资端的支持，在满足了头

部的稳健央企地产企业后，正逐渐向经营稳健的民企溢出，市场对经营稳健的民企也将逐渐恢复信心。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盈利能力继续下滑的风险、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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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行情(2022.9.26~2022.9.30) 

1.1 本周 A 股及 H 股地产板块与大盘涨跌幅 

表1：本周 A股地产板块与大盘涨跌幅                                                                                                      

 指数(2022/09/30) 本周涨幅 上周涨幅 近 12 周累计涨幅 

房地产(申万) 3022.3 -2.50% -2.45% -3.55% 

万得全 A 4679.9 -2.52% -1.77% -12.02% 

沪深 300 3804.9 -1.33% -1.95% -14.09%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表2：本周 H股地产板块与大盘涨跌幅 

 指数(2022/09/30) 本周涨幅 上周涨幅 近 12 周累计涨幅 

克而瑞内房股领先指数 2211.4 -7.83% -7.97% -28.55% 

恒生指数 17222.8 -3.96% -4.42% -20.73%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截至本周 A 股及 H 股地产板块与大盘走势 

图1：截至本周 A 股地产板块与大盘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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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截至本周 H 股地产板块与恒生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3 截至本周 A 股及 H 股地产板块与大盘累计涨跌幅 

图3：截至本周 A 股地产板块与大盘累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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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截至本周 H 股地产板块与恒生指数累计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4 本周 A 股及 H 股各板块涨跌幅 

图5：本周 A股各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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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本周 H股各板块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1.5 本周 A 股及 H 股地产板块公司涨跌幅榜 

图7：本周 A股地产板块公司涨跌幅榜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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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本周 H股地产板块公司涨跌幅榜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 新房销售(截至 2022.10.7) 

表3：新房成交面积同比 

 45城商品房成交面积 一线城市(4城) 二线城市(11 城) 三四线城市(30 城) 

本年至今累计同比 -30.0% -23.9% -26.0% -39.5% 

本月至今累计同比 -39.8% -57.6% -31.6% -31.1% 

上月同比 -12.3% 12.8% -17.6% -17.2%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1 新房累计成交面积同比 

图9：45 城商品房成交面积日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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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5 城商品房成交面积日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1：各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日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新房月度成交面积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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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5 城商品房月成交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3：各线城市商品房月成交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 二手房销售(截至 2022.10.8) 

表4：二手房成交面积同比 

 16城二手房成交面积 一线城市(2城) 二线城市(8 城) 三四线城市(6城) 

本年至今累计同比 -14.6% -30.8% -0.8% -28.8% 

本月至今累计同比 65.8% 46.0% 101.4% 18.9% 

上月同比 21.0% 8.6% 31.4% 11.5%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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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二手房累计成交面积同比 

图14：16 城二手房成交面积日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5：16 城二手房成交面积日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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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各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日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二手房月度成交面积同比 

图17：16 城二手房月成交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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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各线城市二手房月成交面积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 新房库存(截至 2022.10.7) 

表5：新房可售面积与去化周期 

 15 城 一线城市(4城) 二线城市(7 城) 三四线城市(4城) 

可售面积（万平） 19469.1 8533.5 8901.3 2034.3 

上月同期可售面积 19513.4 8300.3 9198.5 2014.6 

去化周期(日) 649.1 610.7 611.2 1397.4 

上月同期去化周期(日) 585.6 549.2 553.4 1269.1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19：15 城商品房可售面积与去化周期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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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各线城市商品房去化周期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5. 土地市场(截至 2022.10.9) 

表6：100 大中城市土地成交与供应 

 100 大中城市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供应建面:本年累计同比(本周) -12.3% -16.1% -18.1% -8.6% 

供应建面:本年累计同比(上周) -11.7% -16.8% -17.7% -7.8% 

成交建面:本年累计同比(本周) -18.7% -15.9% -22.7% -16.7% 

成交建面:本年累计同比(上周) -18.2% -15.7% -21.5% -16.5% 

供应成交面积比:本年累计(本周) 130.3% 119.7% 128.8% 132.0% 

供应成交面积比:本年累计(上周) 130.3% 118.7% 128.8% 132.1% 

成交土地溢价率(本周) 0.0% 0.0% 0.0% 0.0% 

成交土地溢价率(上周) 1.8% 0.8% 1.5% 2.9% 

成交土地总价:本年累计同比(本周) -38.1% 1.4% -40.7% -50.5% 

成交土地总价:本年累计同比(上周) -37.8% 1.4% -39.8% -50.5%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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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供应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同比 

图21：100 大中城市供应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周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22：100 大中城市供应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周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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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各线城市供应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周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5.2 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同比 

图24：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周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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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周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26：各线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周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P18 
东兴证券普通报告 
房地产第 39~40 周周报：二手房销售持续复苏，多部委联合施政稳需求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5.3 土地供应成交面积比 

图27：100 大中城市周累计土地供应成交面积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28：各线城市周累计土地供应成交面积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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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成交土地溢价率 

图29：100 大中城市供应成交均价(元/平)及成交土地溢价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30：各线城市成交土地溢价率(%)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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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成交土地总价 

图31：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周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32：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周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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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各线城市成交土地总价周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6. 融资情况(截至 2022.10.9) 

表7：内债、外债发行规模同比 

 境内地产债 中资离岸地产债  

本年至今规模累计同比 -41.5% -64.3%  

本月至今规模累计同比 - -100.0%  

上月规模同比 -16.3% -48.2%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6.1 境内地产债发行规模同比 

图34：境内地产债发行规模日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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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境内地产债发行规模日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36：境内地产债每月发行规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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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境外地产债发行规模同比 

图37：中资离岸地产债发行规模日累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38：中资离岸地产债发行规模日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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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中资离岸地产债每月发行规模同比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7. 政策情况(2022.9.26~2022.10.9) 

表8：本周主要地产调控政策梳理 

日期 政策主体 政策内容 政策类型 

2022/9/28 武汉 热点二线城市武汉优化购房首付比例，家庭购买第二套商品住房的首付比例由原

先 50%或 70%以上，最低降至 40%，并且不再有 144平方米户型面积的限制。 

房贷政策 

2022/9/28 杭州萧山

区 

杭州萧山部分区域放松限购，本市户籍或有社保记录非本市户籍，可在义桥等多

个镇街购买住房，且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家庭购买二套房不受落户满五年的限制。

明年 10 月前购房给予 50%契税补贴。 

限购政策/补

贴政策 

2022/9/29 央行、银保

监会 

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今年 6-8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降的城市，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二套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下限则按现行规定执行。据统计，国家统计局跟踪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的 70个大中城市中，有 23 个城市符合规定条件，包括 10 个二线城市，13个三

线城市。 

房贷政策 

2022/9/29 南宁 广西南宁开展住房团购活动，推出首批住宅约 2000 套。本次团购活动房源将享受

房价和贷款利率优惠，契税补贴 40%，交易价格保价 3 个月，逾期 6 个月无法交

房可无理由退房退款。 

补贴政策 

2022/9/29 重庆两江

新区 

重庆两江新区秋季线上房交会举办，提供可交易商品房面积超 420万平方米，近

6 万余套商品房。市民在房交会期间购房，最高可享实缴契税 80%的消费补贴等多

重优惠。 

补贴政策 

2022/9/30 沈阳 沈阳阶段性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职工家庭成员购房无论产权人是否缴存住

房公积金，其配偶、子女和夫妻双方的父母均可就这处房产办理公积金提取；全

款购房的，合计提取金额不得超过购房全款金额。 

公积金政策 

2022/9/30 央行 央行决定，自 10 月 1 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15 个百分点，5 公积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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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含 5年）和 5 年以上利率分别调整为 2.6%和 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利率政策保持不变。这是央行时隔逾 7年首次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利率。 

2022/9/30 财政部、税

务总局 

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在 2023 年年底之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后

并在 1 年内重新购房，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补贴政策 

2022/9/30 湖北省 湖北省下调土地增值税预征率，非普通住房及其他类型房地产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由此前的 4%、6%，分别下调至 3%、4%。 

土地增值税

政策 

2022/9/30 石家庄 石家庄将从 10月 1日起扩大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范围：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父

母可以申请作为共同还款人参与还款；职工配偶为房产共有人的，配偶父母也可

以申请作为共同还款人参与还款；共同还款人最多为 2人。 

公积金政策 

2022/9/30 杭州钱塘

区 

杭州钱塘区放宽部分区域限购政策：杭州户籍或非杭州户籍有社保记录，可在钱

塘区白杨、义蓬、新湾、临江、前进等街道购房；杭州户籍符合条件的可在上述

街道购买第二套住房不受落户满 5年的限制。 

限购政策 

2022/10/3 山东临沂

市 

山东临沂出台楼市新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由原 60 万元提高至 80 万元，“商

转公”贷款上限为 50 万元；2023 年 3月 29 日前在中心城区购买新房补贴 5万元；

人才购房最高补贴 35 万元。另外，实行棚改“房票”安置办法。 

公积金政策/

补贴政策 

2022/10/4 广西合山

市 

广西合山市楼市新政提出，年底前在合山市辖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可享受

100%契税补贴，并享受购房款总额 1%的购房补贴，补贴上限最高为 1 万元。同时，

鼓励房企组织开展团购优惠活动，进行让利促销，实行“最惠”价格。 

补贴政策 

2022/10/5 重庆垫江

县 

10 月 1 日至 11月 30日房展会期间购买新房，可享受 100%契税补贴；二套房公积

金贷款首付比例降至 30%，贷款额度最高 100 万元；多子女家庭二套房公积金贷

款最低首付 25%，最高贷款额度 120万元；住房套数认定为认贷不认房。 

补贴政策/公

积金政策 

2022/10/5 贵州玉屏

县 

贵州省玉屏县出台十条稳楼市措施，其中提出，在县城区购买新房，2022 至 2024

年期间补贴 90%契税，面积 100 平米以下及以上分别补贴 1万元和 1.5万元，异

地缴存公积金贷款、外县或本县农村居民购房补贴 5000 元/套。以上优惠政策可

叠加享受。 

综合政策 

2022/10/5 江西上高

县 

将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购房契税财政补贴，并对商品房销售中介机构卖房

进行奖励；在上高县已备案的中介机构每销售一套商品房，由受益财政给予 1000

元/套奖励。 

补贴政策 

2022/10/6 四川天府

新区 

四川天府新区将延长《眉山天府新区房地产短期激励措施》的执行期限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其中，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每平补贴 500 元，购买新建住宅车库（位）

每个补贴 6000 元。 

补贴政策 

2022/10/9 湖北神龙

架 

湖北神农架林区公积金阶段性政策：认贷不认房，延长贷款期限至退休后 5年。 公积金政策 

资料来源：Wind、政府网站、东兴证券研究所 

8. 投资策略 

中央多部门联合出台需求端呵护政策，政策方向进一步明确，为地方的政策放松进一步开打了空间。我们认

为，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的指导下，政策正进入新一轮释放期，纾困力度与需求刺激力度都在进一步

加强。9 月 29 日，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于今年 6-8 月份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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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降的城市，可自主决定在 2022 年底前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

新发放首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二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则按现行规定执行。当前国家统计局跟踪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的 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23 个城市符合规定条件，包括 10 个二线城市，13 个三线城市。同日，

央行决定自 10 月 1 日起，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15 个百分点，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

上利率分别调整为 2.6%和 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政策保持不变。这是央行时隔逾 7 年首次

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财政部、税务总局明确，在 2023 年年底之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出售

自有住房后并在 1 年内重新购房，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我们持续推荐：1）具有全国化和综合化发展能力的高信用龙头央企，推荐保利发展。我们认为信用优势将

推动龙头央企在土地和并购市场获得优势，持续的拿地推盘能力与优质的信用背书也有望在需求回暖之时抢

占先机，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2）扎根高能级区域，积极向全国拓展的优质地方国企龙头，建议持续跟踪

越秀地产。我们认为深耕高能级区域的地方国企龙头，兼具业绩稳定性与未来成长性。在民企大规模暴雷和

丧失拿地能力的当下，凭借深耕高能级区域铸就的稳定基本盘和融资优势带来的逆势扩张能力，地方国企龙

头有望在行业出清过程中实现赶超。3）具有优质的经营体系，开发主业稳健，同时被监管机构选定为示范

房企，受到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的民营房企，建议持续跟踪龙湖集团、碧桂园。融资端的支持，在满足了头部

的稳健央企地产企业后，正逐渐向经营稳健的民企溢出，市场对经营稳健的民企也将逐渐恢复信心。 

9. 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盈利能力继续下滑的风险、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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