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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总结与展望 

土地篇 
克而瑞研究中心  2019-06-26 

 

总结 

01 土地成交规模下滑，二三线地价明显上涨   

1）成交体量不及去年同期，三四线收缩尤甚。上半年，全国 300 城经营性土地成交建筑面积达

到 9.5 亿平方米，同环比分别下跌 13%和 28%。从上半年各月成交量来看，仅有 5月份成交面积同比

上涨，其余几个月均不及去年同期水平。除市场下行因素影响外，4月份中旬自然资源部宅地分类

调控措施的出台使得多数有库存压力的城市收紧供应，进一步导致成交量下滑。    

分城市能级来看，为了缓解供应不足的压力，一、二线城市在上半年加大了土地供应力度，土

地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同比均是上升趋势；三四线城市在市场下行的影响下成交量不敌去年同期，同

比下滑了 19%。   

2）优质地块集中供应，带动地价一路走高。上半年，土地成交楼板价为 2559 元/平方米，同环

比均上涨了两成以上。受 2018 年下半年流拍地块增多影响，各城市在上半年集中供应了多宗优质地

块，特别是二三线，主城区地块供应明显增多，使得地价自 2019 年开年后就一路走高。   

分能级来看，由于一线城市的土地供应还是以保障性用地和旧改用地为主，地价波动幅度不大，

但从6月末深圳宅地土

拍的火热情况来看，一

线城市优质宅地依旧

是房企关注的重中之

重。二三线城市地价均

是上涨的趋势，其中市

场关注度最高的二线

同环比涨幅最大，分别

为 16%和 25%，三四线

城市的地价虽然环比

有 23%的涨幅，但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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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是三个能级中最低的，仅为 10%。   

3）限地价压低溢价率，三四线溢价率同环比均下滑。市场热度方面，溢价率自年初一直走高，

4月份溢价率高达 23%，但 4 月份中旬住建部就启动了地价预警机制，被点名城市立马调控防止地价

进一步走高，更多城市加入到“限地价”的行列中，一些热点城市如南京还加大了土地供应以此来

降低土地市场热度，成交溢价率也因此在 5、6月回落至 20%以下。   

二季度，市场热度进一步扩散，各能级城市的溢价率相比一季度均有所上浮。具体来看，一线

城市上半年成交溢价率为 8%，环比上涨 4个百分点；虽然更多二线城市限制了土地价格，但其溢价

率仍是三个能级中最高的，达到 19%；三四线城市虽然受市场整体回暖带动热度回升，但溢价率仍

远低于 2018 年同期。 

 

  02 多数中西部二线成交量收缩，长三角地市热度仍然较高 

从重点监测的城市来看，中西部城市上半年持续领跑，郑州、昆明、成都、武汉等供地大户成

交量均在 1300 万平方米以上，其中郑州上半年共成交了 1813 万平方米，位居第一。不过，这些城

市上半年成交量却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其中榜首郑州同比下滑幅度接近两成；与此同时，东部热点

城市如宁波、杭州、合肥等城市供地力度明显加大，成交体量均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一线城市中，

仅有广州因为多宗大体量旧

改用地的出让以 603 万平方米

的体量排在第 18 位；三四线

城市中，仅常州、温州和南通

入榜，排名相对靠后。    

联系市场热度来看，长三

角区域的土拍热度明显较高，

如合肥、宁波、南京、杭州等

核心城市的溢价率都在 20%以

上，其中合肥的溢价率高达

70%，是成交量前 20 城市中溢

价率最高的城市。长三角的三

四线同样热度也比较高，常

州、绍兴等城市在今年更是刷

新了土地成交单价纪录，市场

热度由此可见一斑。中西部城

市中，仅有地价较低的南宁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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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率超过 30%，多数城市的溢价率都在 20%以下。   

 

展望 

01 地市调控仍将以稳为纲，一二线城市继续加大租赁用地供应   

2019 年上半年，一季度政策相对较为宽松，地市热度也得以在优质地块集中出让的带动下回升，

部分城市的土地市场甚至出现了过热的现象；在地市回暖的情况下，二季度调控政策明显增多，被

住建部预警的苏州、合肥、东莞等热点城市纷纷出台政策防止地价走高，溢价率在 5月份迎来了下

滑，市场热度有所冷却。无论是年初优质地块刺激地市回暖还是二季度政策收紧，都是为了土地市

场的稳定运行。预计，接下来的政策调控也仍将以“稳”为纲，部分热度较高的城市如杭州政策收

紧预期依旧存在。 

2019 年上半年一、二线供地力度加大，但作为成交主力的三四线城市供地量却有所下滑，导致

整体成交面积不及去年同期。联系自然资源部的 4月份表态来看，在宅地供应“五类”调控目标下，

考虑到三四线城市的库存问题依旧存在，下半年土地成交面积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式回升。

不过就 4 月份以来集中发布的地方供地计划来看，大多数城市计划供地量仍然是持平或略有上涨的，

由此来看，下半年土地供给仍旧可以保持在相对充裕的水平，不至于出现“土地荒”的情况。一二

线城市方面，考虑到 5月份住建部联合多个中央部委接连发声要加强公租房供给，预计人口流入量

较大的城市  如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下半年租赁用地的供应力度将会有明显的提升。 

地价方面，住建部采用预警机制连续两月示警地价上涨较快的城市后，多数二线及热点三四线

采用了限地价的竞拍方式防止地价走高，再加上融资渠道的进一步收紧，预计下半年土拍热度将有

所回落，整体地价涨幅也会逐步趋缓。   

————————————————————————————————————— 

 

 

2019 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总结与展望 

投资篇 
克而瑞研究中心     2019-07-03 

 

二季度以来，在融资到位、楼市“小阳春”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百强拿地积极性明显提高，

反映到土地市场上表现为溢价率触底反弹、“百轮”竞拍情况频发。整体而言，上半年房企投资可

谓“一波三折”，1-2 月整体表现平淡，3-4 月企业积极纳储，二季度中后期重归理性。分梯队来看：

土地资源仍聚集头部房企，第二梯队拿地十分积极，而后 50强的企业也于二季度发力拿地。   

总结   

01  土地资源仍高度集中于头部房企，TOP10 新增货值集中度达 43%(略)   

02  房企投资态度较一季度提升，TOP11-20 房企总土储去化快拿地更积极（略）   

03  上半年投资节奏波动较大，中海、世茂、新城等规模房企二季度投资加码   

整体来看 2019 年上半年百强房企投资表现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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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整体表现较平淡：受 2018 年末市场降温、企业新年拿地指标未出和春节假期等多重影响，

1-2 月市场表现较为平淡，整体成交溢价率仅有 10%左右，企业拿地的观望情绪较浓。在此阶段融创

拿地表现突出，连续两个月新增土地货值均排名第一，不过当时市场尚未复苏，融创拿地成本较低，

以底价成为主。 

 

3-4 月企业积极纳储：3 月份开始土地市场热度明显升温，前两月没有明显动作的房企也进入快

节奏拿地模式：例如中海、绿城 4月份单月拿地金额达到前三个月平均拿地金额的 3倍以上，新城、

华润等规模房企 4月也阔绰拿地。我们认为，融资宽松以及该阶段拿地能够在今年上市，是推动房

企投资加码的主要原因。 

 

二季度中后期重归理性：5月份，连续攀升了 4个月的溢价率年内首次回落，全国平均成交溢

价率降至 20%以下，房企拿地态度再度趋于谨慎。从典型房企 5-6 月份拿地的溢价率分布情况来看，

溢价率在 10%以下的地块占比依旧最高。而龙头房企拿地表现更是可以作为风向标：碧桂园、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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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等标杆房企均没有出现狂抢“地王”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企业对待拿地的态度相

对理性。   

 

04     

随着地价攀升，房企拿地方式更加多元化   

1-5 月百强房企拿地方式来看，招拍挂获取土地仍是主流，但拿地方式逐渐多元化，收并购地

块成交幅数占到 13%。在个别城市地价攀升较快情况下，收并购可以有效降低纳储成本。   

电建、华远、合景泰富等企业 1-6 月的收并购比例都超过 3成以上，且部分收并购项目的优势

在于能快速上市，能够对今年企业业绩增长提供较强助力。例如电建地产近期收购了武汉地产集团

旗下两个项目公司，带动新增土储货值大幅上升。   

 

05 

回归二线成为房企战略调整重心，武汉、重庆最受百强青睐   

年初，大量上市房企表态 2019 年投资战略将以回归一二线为主，从上半年整体土地成交区域的

变化来看，一二线成交占比确有所增加：2018 年百强房企拿地中，三四线城市建面占比均在 50%以

上，但 2019 年前两个季度三四线城市建面占比已经降至 48%和 52%，这与去年三四线占比居高不下

形成强烈对比；相应地，一二线成交占比上升到 5成左右。    

可以看到，在三四线市场逐步调整之下，企业拿地的积极性有所减弱。而二线新增土储占比较

去年快速上涨。从区域布局来看，中西部和长三角依旧是百强房企布局的重心。中西部新增土储  建

面占比接近 4成，武汉、重庆是上半年最受百强房企青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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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01   资金收紧、监管加强，预计下半年企业拿地脚步放缓   

企业拿地动作放缓，主要受到 3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资金层面难言宽松。cric 监测的 85 家典型房企 5月份新增融资仅为 508 亿元，同环比

分别下降 40.8%和 54.3%。    

第二，市场加强对开发商放贷的监管。5月末有市场消息称银行层面加强对开发商放贷的监管，

针对部分拿地激进、争抢“地王”的企业暂停债券发放，虽然是否已经执行有待考证，但释放出收

紧的信号对企业拿地积极性会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市场层面的政策调控并未放松。二季度地市热度上行的原因之一是企业对市场调控预期

的放宽，但随着苏州升级限售、西安升级限购并给户籍政策打补丁等行为证明，当前调控尚未放松，

且针对部分高热的城市后续或仍会加码。    

此外，随着溢价率攀升，开发企业拿地积极性会下降，而且下半年之后拿地当年开盘难度较大，

企业在这一时间点上纳储的迫切程度随之降低。而那些亟需补仓的企业需求得到满足后，同样也会

在调控加码的情况下放缓投资。    

综合而言，我们认为房企下半年将会进一步放缓拿地节奏、重归理性。   

02  仍需聚焦一二线及核心三四线，盲目高价拿地并不可取   

棚改退潮之下三四线危机逐渐放大，经济基础发达、房地产市场较好的准一线、核心二线城市

以及核心城市周边的三四线是房企调结构、稳布局的首选。尤其是对急需平衡土储结构的企业来说，

在三四线热度下降、一线城市供给有限的两面夹击下，二线将成为争夺的主战场，下半年仍是回归

二线的窗口期。   

整体来看，二季度土地市场的确出现了局部升温现象，但调控随之而来。在自住建部实施预警

机制点名地价、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后，热度较高的城市也相继发布调控政策防止市场过热，如合

肥要求关联公司不得竞买同一宗土地，苏州扩大限售限购范围并下调地块出让价格、杭州也在 6月

末出台新的土地调控政策等。   

因此，在企业在践行自身布局战略下，盲目追高拿地并不可取。纵观近几年“地王”开盘去化

均不理想，想要赚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下半年还应保持谨慎态度，在保证盈利空间的基础上有选

择性的纳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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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总结与展望  

城市篇 
克而瑞研究中心    2019-07-04 

 

2019 年上半年，商品住宅成交规模与去年同期相比大体持平，城市市场格局却发生明显变化。

尤其随着“因城施政、分类调控”的逐步贯彻实施，一线、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市场分化愈加显著，

城市热点轮动的势头方兴未艾：一线城市复苏回升，二线城市整体趋稳，三四线则小幅下行。目前

成交表现良好的主要聚集在一线、强二线和长、珠三角经济实力较强的三四线城市。而从月度发展

趋势看，表现出“温和上扬”，排除了 2月因春节淡季成交趋冷之外，4月和 5月基本都保持了 4500

万平方米左右的成交规模，稳步复苏。考虑到中央“房住不炒”的主基调深入人心，地方积极贯彻

“因城施政，有松有放”，还有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抢人大战”如火如荼，我们预计 2019 年不同能

级城市行情相对独立，一线将持续回升，二线整体维稳，热度将会惯性维持，而回调压力主要集中

在需求透支和购买力不足的部分二线和大多数三四线城市。总结   

01  

市场综述：成交逐月缓增，总规模与去年大体持平，三四线热度显著回落   

2019 年上半年，中央重申“房住不炒”的政策主基调，落实一城一策、城市主体责任的长效机

制。地方“因城施策”有收有放，苏州、西安等加码调控，西安政策力度相较严苛，南京、佛山等

局部放松调控，但难言调控政策实质性转向。抢人大战再掀高潮，更多二三线城市调降人才落户门

槛，石家庄更是实行“零门槛”落户，并给予高素质人才购房补贴、个税减免等实实在在的优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能级城市行情相对独立，城市间分化也愈演愈烈。一线供需两旺，供应、成

交量稳步增加，同比均显著高于去年同期，经历了严苛调控的“沉寂期”后，4个一线城市均有了

不同程度的“回暖”，前期积压的购房需求在持续平稳释放。二线城市成交表现与去年大体持平，

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城市诸如如宁波、福州、苏州、天津、厦门市场均有明显回暖，而长沙、青岛、

大连等困于政策面紧绷与需求透支双重因素，成交热度低迷不振。广大三四线城市尽管政策环境依

然较为宽松，但受购买力所限，加之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收紧，下半年项目去化情况有所下降、成交

逐渐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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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城市 2019 年前 5月的成交表现来看，排名靠前的以中西部城市居多，重庆、武汉、西安、

成都、郑州位列 TOP5，主要源于一方面这些城市人口基数较大，对周边吸附力较强，源源不断的人

口涌入刺激了刚需和改善需求的持续释放；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相对东南沿海城市而言

更低，居民购房压力相对较小。值得关注的是，郑州、天津、宁波成交量有了大幅增长，较 2018 年

增幅均超 40%，市场热度居高不下。   

 

02  

供应：新增供应微降 1%，一线领涨，二线持平、三四线分化显著   

随着“因城施政，一城一策”调控成为楼市新常态，79 个典型城市的供应量与去年相比大体持

平，因年末基数较高等原因，环比下降显著达 42%。不同能级城市分化显著：一线稳步复苏，供应

持续放量，同比增幅达 27%，二线基本与去年持平，三四线则出现了阶段性回落，供应量不及去年

同期。   

  1.上半年供应维稳，79 城供应总量同比微降 1% 

……略……   

 

  2.一线同比增 27%领涨，二线持平，三四线同比微降 4% 

从各城市能级来看，一线城市供应量增幅明显，总体较 2018 年同期上升 27%。同比来看，除广

州微跌 2%以外，其余三城增幅均超过两成，其中北京因共有产权房大量入市，供应全线回升，对比

去年同期实现翻番，增幅达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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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 1-5 月新增供应 6884 万平方米，与 2018 年同期基本持平。随着“因城施策、一城一

策”调控态势的延续，22个城市供应同比上呈现出涨跌参半且分化明显的状态，涨幅最大的昆明上

升 72%，第二位的厦门涨幅达 69%，海口、南京、宁波等城市推出的一系列人才政策为房企带来向好

市场预期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推盘量的提升，使得城市供应明显增加，但与此同时，跌幅最明显的

济南则同比下滑了 50%。   

三四线城市整体供应量同比下跌 4%。近期以来，受制于三四线城市的价格洼地优势衰退和需求

的逐步疲软，房企纷纷把重心转回至一二线市场，导致三四线城市的整体供应量有所回落。与此同

时，各城市的供给依旧保持分化格局。同比涨幅最大的的城市是常熟、太仓和北海，实现翻倍，但

翻番更多的应该归因于上期的供应基数小，而下跌最严重的城市如扬州、温州、贺州等跌幅均超四

成。   

 

  3.新增供应 TOP10 城市同比持平，佛山放量同比涨幅最大达 26% 

……略……   

 

03  

成交：先升后降与去年大体持平，一线回暖，三四线同比下降 5%   

总的来看，当前楼市成交“稳字当头”，上半年整体成交量温和上扬，需求空缺依然是各线城

市普遍面临的现象。市场成交主力愈发集中于核心一二线城市，以长、珠三角表现最为突出。一线

城市成交同比增 43%，二线城市成交总量则与 2018 年同期持平；就二手房市场来看，14个典型城市

成交量“先高后低”，沿海城市回暖显著。   

1.上半年成交温和上扬，二季度短暂回暖，一线同比大涨二线持平、三四线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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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一线城市成交面积同比大涨 43%，达 1126 万平方米。以北京为例，1-5 月成交量达 249 万平方

米，同比涨幅翻番至 119%。当前北京新房尤其是共有产权房集中爆发，供应充裕，同时购房者迫于

买房压力放弃观望纷纷入场，虽然全市新开盘去化表现依旧分化，但成交的回暖已经显著。   

二线城市成交整体量同比微增 1%与 2018 年持平，但环比 2018 年 8-12 月降 12%，不同城市表现

持续分化：宁波、福州、苏州、天津、厦门同、环比齐涨，市场均有明显回暖。而郑州、兰州、乌

鲁木齐、武汉虽同比上涨明显，但环比均有不同幅度下跌，市场以补涨为主。同、环比均下跌的城

市如长沙、青岛、大连等则成交热度低迷不振。   

三四线城市整体成交下行，1-5 月成交量同比降 5%，环比降 14%。可以看到，仅长三角、粤港

澳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市场需求尚存与政策利好下成交表现良好，其中诸如珠海、常熟、德清等城

市涨势出众。其他如徐州、扬州、芜湖等其此前市场火爆的城市在政策面收紧、居民购买力透支下

市场成交萎缩明显。   

 

通过对 36个重点城市 6月成交量进行估算，数据显示：一线城市 6月成交环比下降 21%，同比

上升 17%，上半年成交量累计同比上升 42%；二线城市环比微增 2%，同比降 7%，上半年累计同比降

5%；三四线城市环比降 3%，同比微增 3%，上半年累计同比降 8%。   

总的来看，6月市场各能级城市热度大体延续。一线城市环比有降主要由于 5月提前放量基数

较大；二三线城市整体成交体量基本保持。我们认为，随着年中房企加快推案节奏，各能级城市市

场成交表现在供应的刺激下均能保持现有体量，但下半年随着供应暂缓，一些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

三四线城市预计将展露出疲软的市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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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OP10 总体成交量缩水 8%，重庆 980 万平方米居首但同比降 12% 

……略……   

 

  3.14 城二手住房成交面积“先高后低”，二线城市回暖明显 

据 CRIC 数据统计显示，14 个典型城市 2019 年前 5个月二手房累计成交面积 4936 万平方米，

比 2018 年同比上涨了 9%，比 2018 年下半年上涨了 7%。整体市场“先高后低”，一、二线城市成交

同比均上涨，一线涨幅更大，同比分别上涨 17%和 5%。   

从趋势上看，14个典型城市二手房表现与新房一致，一季度冲高上行至4月整体成交面积达1289

万平方米，超 2018 年同期 34%。但二季度热度便开始回落，5月成交面积下降 1127 万平方米，与

2018 年同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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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房价：各线房价普遍上扬，中山等三四线城市同比涨幅居前   

2019 年上半年，房价同比持续较快增长，各能级城市普遍上行，其中一线城市全部上扬，二线

城市九成以上房价同比上调，三四线城市房价也是涨多跌少但分化持续。整体上，高价城市成交上

涨幅度保持相对稳定，涨幅较大的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1.上半年 70 城房价同比涨幅屡创新高，一线城市升至 4.8%上涨最为显著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同比月度变化数据来看，自 2018 年 5 月以来，整

体房价持续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同比涨幅自 1月的 10.8%升至 5月的 11.3%，涨幅连续 4个月刷新

历史新高后维持在高位。各线城市房价指数同比也均呈上涨趋势，其中一线城市涨幅最为明显，由

年初的 3.3%扩大至 4.8%；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相对平稳，同比涨幅较年初来看增加均不超过

0.5 个百分点。整体而言，今年上半年在成交稳定增长下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2.70 城房价环比涨幅较去年下半年有所收窄，二季度三四线房价涨势超过一二线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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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线城市房价普涨，均价涨幅 TOP10 城市中三四线占九席 

从CRIC监测的2019年 1-5月 9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看，深圳房价依然领涨全国，

达 56581 元/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上涨 2%，此外均价超过 5万的城市还有上海，在房价 TOP10 城市

中，仅厦门和三亚同比下降，其余城市皆处上升通道，特别是广州涨幅较大超过 40%，主要是区域

高价项目结构性拉高均价。从价格涨幅来看，上半年超八成城市房价同比呈上涨趋势，特别是三四

线城市涨势凶猛，同比涨幅 TOP10 城市中除广州外其余均为三四线城市，数量与 2018 年末相比增加

3个，其中桐庐同比涨幅最大达 88%，且全部上榜城市同比均上升 20%以上。   

 

从各能级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成交均价全部上扬，上海、广州同比上涨明显，涨幅皆在 20%以

上，但与上季度相比，北京、深圳均价略有回调，特别是北京环比下了 11%，究其原因是今年上半

年共有产权房大量入市影响房价结构性回落。   

二线城市九成以上房价同比增长，太原、武汉、合肥、长沙四城上涨超 20%涨幅居前，其中太

原同比涨幅最大，达到 27%；天津与去年同期持平，仅厦门一城小幅回落 3%，但仍以 33440 元/平方

米的成交均价暂居二线城市之首。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均价超过 2万元的城市数量较 2018 年有所

增加，除厦门、杭州、南京、福州外苏州也加入其中，市场热度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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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成交均价同环比普遍上涨， 61 个样本城市中，仅衡阳、漳州、晋江、珠海等 11 个

城市同比下降，肇庆自 18年下半年市场转冷以来观望情绪浓厚，同比下滑 28%跌幅最为显著；其余

八成以上城市均价同比上涨，桐庐、中山、香河涨幅超 40%，此外无锡、建德、德清、南通等 13个

城市涨幅也均在 20%以上。整体来看，三亚稳居三四线成交价格之首，东莞同环比齐升上半年房价

突破 2万元，而部分如平潭、常德、晋江等城市迎来调整期，房价上涨动力不足。（各城市数据详

见文末附表）   

05 

库存：七成城市同比处上升通道，但消化周期仍在 12 个月内   

2019 年上半年，整体房地产市场成交保持稳定，截至到 5月末 CRIC 监测的 54 个重点城市中有

七成城市库存较去年同期上升。除个别城市外，各能级大多数城市库存消化周期都还在 12 个月以内，

整体上库存仍保持较高水平但去化压力不明显。   

1.库存整体同比上升 16%，一线城市增 40%最大，三四线涨 22% 

据 CRIC 数据统计显示，上半年各重点城市库存量同比继续呈上升趋势。截至 5月末，54个典

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量约 33853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16%。各能级城市库存相比 2018 年同期也均

有不同幅度的上涨，其中一线城市涨幅最大，达到 40%，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同比分别上升 9%和 22%。

就具体城市来看，沈阳、佛山、大连、青岛等 8市待售面积仍在 1000 万方以上；常熟、钦州、湖州

等 6市同比涨幅超过 100%。但就与上季度末相比，整体库存量减少了 302 万平方米，超四成城市环

比有所回落，其中福州下降最为明显，环比下跌了 55%。   

……略……   

 

  2.近六成城市消化周期同比上扬，但绝大多数消化周期不超 12 个月 

截至 5月末，近六成重点城市消化周期同比上扬，特别是德清、台州、舟山、钦州、北海、湖

州等 6个三四线城市同比涨幅在 100%以上，去化速度明显放缓。但随着二季度市场成交活跃度开始

回升，绝大多数城市消化周期相比上季度末显著缩短，近七成城市消化周期不超过 12个月，整体看

来暂无明显去化压力。但值得关注的是，宜兴、大连、汕头、烟台、厦门、台州、太仓等 7城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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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明显回落，但消化周期仍在 20个月以上，其中诸如大连、宜兴、烟台等不少城市市场观望情绪

浓重，更是长期面临着库存压力。   

……略……   

 

展望 

01   

供应：稳中微增，各线城市行情独立，核心一、二线仍将持续放量   

2019 年以来，在“房住不炒”调控思路引导下，整体市场供应量依旧保持平稳，79 个典型城市

总供应量与 2018 年相比小幅微跌 1%，波动并不明显。预判下半年，我们认为，供应量仍将延续“稳

字当头”的特征，与去年同期持平或小幅上涨，但考量到不同能级城市相对独立的市场行情，供应

量已将出现较大分化。具体来看，   

一线城市新增供给量预计将显著增加。主要是因为一线楼市因调控影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沉

寂期”，步入 2019 年以来成交稳步复苏，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房企的推盘积极性，加之一线的销售

额往往对集团整体业绩的贡献度也较大，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求下，企业也会加快推盘节奏。   

二线城市供给量有望于去年持平或小幅增长。考量到郑州、昆明、成都、武汉、西安、天津、

宁波、青岛等城市 2019 年上半年土地成交量基本都突破 1000 万方，土地储备相对充足，加之其中

多数城市普遍拥有着人口优势，购买力也相对充裕，房企预计也会适时增加住房供应，预计下半年

供应量有望保持小幅微增。而针对大连、沈阳、厦门等成交情况惨淡，去化周期较长的城市，供应

量势必会有所回落。   

三四线城市供应量或将持续回落，分化加剧。由于当前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到达阶段性高位，

购房者观望情绪渐起，加之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的收紧，整体三四线的购买力还是相对乏力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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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去化率的下降将直接导致房企推盘积极性不高。不同城市间的分化还将持续加大，对于长、珠三

角相对发达的环都市圈城市，诸如常州、温州、南通等因土地成交热度居高不下，城市成交量稳步

回升，预期供应还将迎来一波放量；而对于经济面不佳的中西部三四线城市而言，成交转淡也会导

致新增供应速度放缓，总量下滑。   

02 

成交：波动与分化并存，一、二线波动回升而三四线延续下调   

基于供应稳中微增的分析逻辑，预计 2019 年下半年随着核心一二线供应的持续放量，成交有望

小幅微增或与去年大体持平，而三四线城市因前期需求透支严重，短期内成交还将保持下行趋势。   

一线城市成交量将稳步增长。从当前一线城市的成交表现来看，已经有逐步转暖的征兆，随着

“房住不炒”深入人心，居民观望情绪减弱，下半年刚需和改善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此外，房企

业绩冲刺的压力也要求其加快推盘节奏，供应上升也将带动成交规模的增长，预期 2019 年一线城市

成交量同比增幅有望达到 20%以上。   

二线城市成交量将小幅微增，全年成交量同比增幅将维持在 10%左右，受“因城施政，有松有

放”调控政策的影响，不同城市间行情也将相对独立。一方面以重庆、武汉、成都、郑州为代表的

基本面相对较好的二线城市，因人口基数大，房价收入比适中等优势，购房需求将稳步释放，成交

量有望高位维持。值得关注的是，“抢人大战”再掀高潮，二线城市是主要的竞争力量，尤其是对

于南京、杭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新晋落户人口持续净流入，可以给房地产市场提供

需求支撑。另一方面，部分城市诸如苏州、西安也因短期房价增长较快而被住建部“预警”，调控

有不断升级的态势，对于短期成交打击较大，此外，部分城市诸如烟台、济南、厦门等库存压力较

大，项目去化不力，即便政策相对宽松也不会对成交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三四线城市市场将加剧分化，整体成交量将有所下滑，全年同比降幅预计在 15%左右。一部分

三四线城市由于房价已经翻番，购买力严重透支，加上货币化安置比重逐渐减少，成交量势必会受

影响，尤其是经济基础较差、产业发展落后的三四线城市成交有可能会大幅下滑；另一部分三四线

城市或受核心城市外溢效应影响（佛山），或由于内生需求旺盛（常州、无锡），成交热度依然惯

性维系在高位。总的来看，2019 年三四线城市将呈现出“跌多涨少”格局，全年成交量将延续下行

趋势。   

03 

房价 : 稳字当头，一线高位小幅波动，二三四线城市持续分化   

2019 年上半年，各能级城市房价普遍上行，特别是进入二季度持销期，房价上涨更为显著，在

中央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整体基调下，住建部近期两次对部分房价涨幅超红线的城市发出预

警，甚至 5月份对佛山、苏州、大连、南宁等 4个城市进行直接点名，体现出相关部门对于高房价

继续管控的高度重视。展望下半年，房价以稳为主仍是主旋律，各线城市分化特征将持续存在。   

一线城市房价仍将继续高位维稳。步入 2019 年以来房企推盘积极性较高，供求两端稳步复苏，

但一线城市供不应求矛盾长期存在，加上政策调控面依旧趋严，“限价”严格落实不放松，整体而

言房价长期都将在高位徘徊，项目均价大幅上涨或回落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个别城市成交均价环

比出现波动，更大部分则都是结构性因素影响的结果。   

二线城市房价整体将保持坚挺，但基于各城市具体市场行情不同，且在“因城施政”分类调控

基调下，预计房价将呈现分化之势。其中诸如郑州、兰州、乌鲁木齐、武汉这类以补涨为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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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上升势头良好，下半年有望继续小幅上涨；宁波、福州、天津、厦门等这类市场有明显回暖的

城市，预计房价大概率维稳或面临小幅回调；而被住建部点名预警的苏州、大连、南宁三市“控房

价”已是必然，下半年不排除会有调控加码或政策“打补丁”的可能性。   

上半年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已到达阶段性高位，居民购买力普遍疲软，未来上涨动力略显不

足，预计房价整体有下行趋势，且城市间分化情况将更为显著。例如桐庐、中山、香河、盐城这类

成交回暖均价攀升尤为迅速的城市，随着下半年供应放量，成交均价将有所回调；而如南通、常州、

珠海、常熟、德清等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在政策利好下供求量均还有较大释放空间，

我们认为房价还有一定补涨的可能。   

04 

库存：小幅上涨但压力不大，部分二三线库存风险凸现   

一线城市整体库存量有望持平或将继续小幅上涨。上半年以来随着成交逐步复苏，房企推盘积

极性显著提高，导致库存同比上涨。下半年新增供应放量是大概率事件，但考虑到市场需求强劲，

预计整体库存量变化不大，但考虑到高房价阻止刚需释放，项目去化速度难以提升，因此库存量也

或将有小幅上涨。   

二线城市库存或将持续分化。诸如福州、苏州、合肥、厦门等城市近期市场热度显著提升，若

下半年供应没有增加，预计库存将继续走低。而沈阳、济南等城市上半年库存压力虽有所缓解，但

库存总量依然处在高位，对于青岛、长春等困于需求透支的城市以及重庆、成都等成交热度回落的

城市，预计库存量还将继续上行。   

三四线城市整体库存压力不大，且大部分城市去化周期处在合理区间，随着观望情绪渐起购买

力疲软带来未来新增供应的回落，预计下半年城市库存仍将保持低位。其中像常熟、德清等上半年

成交表现出众的城市，市场热度延续下库存还有望回落，而惠州、佛山等存量相对较高的城市，得

益于粤港澳大湾区利好条件，去化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库存压力有望进一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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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00 城土地供应动向研究 
克而瑞研究中心   马千里、邱娟、周奇   2019-06-21  

 

2019 年 3月以来，二线城市在多宗优质土地集中供应的刺激下，地市热度明显提升，溢价率明

显上扬。趁着这一波热度，部分三四线城市也加大了土地供应规模，各地供地态度也由收紧向放松

过渡，土地市场显著升温。但是在 4、5月住建部接连发出预警提示，自然资源部强调“分类供地”

供地之后，下半年各城市土地供应动向又面临着更多变数,各能级城市土地市场将进一步分化。   

站在年中的关口，我们有必要在厘清上半年市场走向的基础上，结合各城市 2019 年宅地供应计

划动向，对各能级城市接下来的土地市场走向进行系统性分析，进而为各房企下一步的投资拿地提

出可行性建议。   

1 

供地动向：优质地块入市增多激活市场    调控政策加码致成交规模再度下滑   

市场下行的压力下，去年下半年流拍现象频发，因而年初多数城市收紧了土地供应，成交规模

也受此影响呈现下降趋势。为了保障土地供应，稳定地市楼市预期，一二线城市在年初集中供应了

大量的优质地块，以调低出让底价、减少配建等方式吸引企业拿地。在此影响下，以杭州、福州、

合肥为代表的东部二线城市率先回暖。趁此热度，一二线城市和长三角三四线也紧跟加大供应力度，

进而带动整体成交规模上涨。但随着市场热度的升高，调控政策也随之而来，4月份中旬自然资源

部出台的分类调控措施直接让多数三四线城市 5月的供应规模下滑，导致整体成交规模上涨趋势减

缓。   

1、供地规模变化：多数三四线城市供地量下滑，成交规模不及去年同期水平（略）   

2、地价调整：远郊地块调低地价较为常见，大部分城市起拍单价仍保持上涨（略）   

3、类型分布：住宅用地占比扩大，上半年一、二线城市均加强宅地供应力度（略）   

2  

市场热度：二线低价优质地助推热度上升   长三角区域升温最为显著   

进入 2019 年 3月后，部分二线城市推出优质地块刺激地市，二线城市土地市场率先回暖，之后

多个二线城市纷纷加大供地规模，以致二线楼市几乎全面升温，很快地二线地市热度蔓延至三四线

城市，三四线顺势也加强了供应力度，土地市场整体呈现量价齐升的格局，尤其西安、苏州等城市

地价快速上涨甚至一度被自然资源部点名预警，调控政策的出台使得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下调 5月供

应规模，市场热度小幅下滑。    

总的来看，前 5月土地市场整体呈现流拍率逐月下滑、溢价率上涨趋势，尤其是二线城市溢价

率一度升至 25.2%的高位；从土地成交均价来看也有明显上涨，其中四成城市地价创近三年新高，

但还远谈不上全面突破历史高点。就区域来看，无论是二线还是三四线城市，一体化进程较快的长

三角城市土地市场受益最为显著。   

1、土地流拍：流拍率明显减少，重庆、成都等中西部远郊区县流拍依然严重（略）    

2、土拍溢价：长三角、粤港澳一体化利好部分二、三线城市，土地热度维系在高位（略）   

3、地价动向：四成城市地价创三年新高，建德、海门等长三角四线城市地价涨势显著（略）   

3 

供地计划：全年宅地供应指标相对保守    大部分三四线城市下半年供应依旧会收缩   



 24 

2019 年已经过去接近 5个月，不少城市已经发布了 2019 年的供地计划，就这些典型城市宅地

供应量上来看，同比 2018 年上涨近一成，中西部供地大户渝、郑等城市增量最为显著，三四线城市

中，四川、广西、河北等省份涨幅突出；从供应的类别上看，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力度明显增强，

多城保障性住房用地比重超 20%，二线供应量增幅明显超三四线；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城市，

大部分城市供地计划均相对保守，仅大连、厦门、沈阳、郑州等少数城市供地规模动向与中央要求

不符，土地供应过量的现象依旧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夯实地方主体责任、自然资源部

土地供应分类调控”的调控策略。   

1、供地计划变动：城建发展助推供地规模适度增加，总宅地供地量同比增一成（略）    

1.1 一二线城市：二线城市宅地供应同比上涨 8%，中西部供地大户渝、郑等市增量显著（节选）   

 

1.2 三四线城市：半数城市宅地供应同比上涨，四川、广西、河北等城建加速省份涨幅突出（节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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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地类型：多城保障性住房用地比重超 20%，二线供应增幅超三四线（略）   

3、供地计划评价：宅地供应量普遍趋于保守，去化不力的三四线城市表现更甚   

2019 年两会、一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年内政策方向也已经基本明确：稳定市场预期，

夯实地方主体责任仍是调控重点。结合行业调控目标、市场表现来看各地供地计划，不难发现：二

线城市大部分城市供地计划均相对保守，仅大连、厦门、沈阳等少数城市供地规模动向与中央要求

不符，土地供应过量的现象依旧存在；而三四线城市由于去化速度明显放缓，为预防新一轮的库存

风险，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保守策略，缩减了供地计划量，这种现象在人口支撑力不足的三四线城市

更为显著。    

3.1 大部分二线城市供地计划相对保守，仅大连、厦门等少数城市“超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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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部分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化不力，为预防新一轮高库存缩量供应指标    

我们对部分典型三四线城市的 2019 年宅地供应量变化情况与该城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进行综合

评价，结果发现：三四线城市供地情况与一二线基本一致，甚至于表现更甚，城市供地计划更为保

守。为更好的评价宅地供应量是否符合预期，我们又通过对典型城市 2019 年宅地供应量去化周期进

行测算，结果发现：半数城市宅地去化周期不足一年，土地供应量明显难以满足需求，这些城市除

了热点城市南通、东莞、佛山、无锡外，广西的玉林、梧州、北海、贵港，福建的安溪、龙岩、平

潭、永泰、晋江、福清、三明、泉州等城市宅地去化周期均不足一年，土地供应均偏少。   

就 2019 年供地计划变动较大的三四线城市来看，梧州、南通、北海、永泰等多个城市均加大了

宅地供应量，但由于这些城市楼市热度较高，使得这些城市土地供不应求。这意味着与二线城市相

似，宅地供应增加与土地供应过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大湾区规划利好外溢

利好城市北海、贵港，其商品住宅市场热度维系在高位，使得土地去化周期低于 0.5 年以下，为了

维系房价、地价的稳定，两城 2019 年宅地供应量均大幅增加，增幅接近 50%。   

 

当然，大部分三四线城市供地较为保守也有当前房地产大环境有关，自 2018 年下半年货币化棚

改退场之后，三四线城市持续走冷，尤其是缺乏产业支撑、人口持续外流的城市，市场更是萧条，

为避免陷入新一轮的库存风险，这些城市供地计划也倾向于保守型。譬如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东北

三省，省内多个城市 2019 年宅地供应大幅削减，大部分城市宅地供应降幅在 30%以上。当然，东北

并非全部，四川的巴中、内江、广元、陕西的安康等城市均是收缩性城市的代表，宅地供应减少量

也十分显著。   

 4  

总结:土地供应保持适度充裕   大连、郑州等少数城市面临库存上升风险   

（节选）   

而对于接下来的供地动向，结合各城市供地计划来看，由于二三线城市计划供地量均有所上涨，

整体上土地供应仍将保持相对充裕。具体到各能级城市来看，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力度将会加大，

但热点城市保障性地块的供应将会增多，并且随着热度的升高，优质地块的供应也会相对减少，竞



 27 

拍门槛也只会越来越高；三四线城市供应态度虽然转向保守，但供应量不会大幅削减，整体仍将保

持相对充裕。   

4.1 一线城市下半年供给力度将大幅超过上半年，北京商品宅地供应指标有放松可能（略）   

4.2 二线城市土地供应量仍将保持充裕，成都、宁波等市可适当关注进入机会（节选）   

 

  4.3 政策调控、市场下行双重压力下，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供地量趋于保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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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地价继续上涨，但成交增长乏力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王若辰   2019-07-04 

 

上半年，40 个城市土地市场呈现量缩价涨态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近日发布的《40城土地市场报告》显示，上半年 40个典型城市土地成

交建筑面积 25411.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6%，降幅小幅收窄。土地出让金收入 13259.9 亿元，同

比增加 18.4%。土地出让均价方面则再创新高，为 5218.1 元/平方米。   

易居研究院分析认为，随着部分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热点二线城市地市热度较难持续。

同时，2019 年全国大幅下调了棚改套数目标，因此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速较难保持快速上行的趋

势。   

地价继续上涨 成交量增长乏力 

土地成交建筑面积方面，上半年同比下降 3.6%。报告显示，2019 年 1-6 月，40 个典型城市土

地成交建筑面积 25411.5 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16.6%，同比下降 3.6%，降幅小幅收窄。 

 

根据易居研究院分析，年初累计土地成交建筑面积同比增幅于 2018 年 6 月开始持续回落，2019

年 2 月已经转负，3月跌幅扩大，随后跌幅持续收窄。随着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新的调控政策的出

台，预计下半年累计成交面积同比增速将在 0轴附近上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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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比看，成交量下降较明显。回顾历史数据，成交量同比增幅于 2015 年上半年开始逐步上行，

于 2018 年上半年见顶后回落，当前仍处于下降趋势中。   

土地出让金收入方面，1-6 月累计同比增加 18.4%。报告显示，2018 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土地流

拍现象增多，部分热点城市的土地市场呈现了明显的降温态势，进入 2019 年，部分热点城市土地市

场重新回暖。 

 

1-6 月份，40 个典型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 13259.9 亿元，同比增加 18.4%。随着部分城市房地

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热点二线城市地市热度较难持续；2019 年全国城市大幅下调棚改套数目标，因

此，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速较难保持快速上行的趋势。   

分城市来看，1-6 月份 40城土地出让金排名前 5的城市分别为杭州、武汉、北京、重庆和宁波，

土地出让金总额分别为 1392.1 亿元、922.4 亿元、910.0 亿元、771.7 亿元和 646.8 亿元。   

 

排在第一位置的杭州，2018 年其土地出让金居全国首位。进入 2019 年后，土地市场虽相比 2018

年略有降温，但土地出让金收入仍为全国第一。   

土地出让均价方面，上半年同比上涨 22.9%。报告显示，40 城地价同比涨幅于 2016 年上半年达

到最大值 57.2%，随后开始持续下行，并于 2018 年下半年触底反弹，2019 年上半年同比涨幅达到了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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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对值来看，地价于 2017 年下半年见顶，为 4918.2 元/平方米，2018 年下跌至 4250 元/平

方米左右的水平，2019 年上半年再创新高，为 5218.1 元/平方米。   

土地成交溢价率方面，已连续 6个月上升。报告显示，6月份 40 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溢价率为

21.6%，与 5月相比上升 4.1 个百分点，延续上升趋势；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1.4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2018 年土地溢价率的快速下滑，与地方政府提高起拍价和热点城市限地价有关。2018

年 11 月至今，40 城土地成交溢价率已处于历史低点附近，目前已经连续 6个月稳步上升，但仍处

于历史以来的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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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城市来看，6月份 40城中土地成交溢价率排名前 5的城市分别为金华、南宁、荆州、深圳和

福州，土地成交溢价率分别为 72%、70%、58%、48%和 44%。其中，深圳为 2019 年来首次出让 5宗住

宅用地，并且有限价限售等条件限制。易居研究院认为，溢价率较高一方面体现了深圳作为一线城

市良好的城市基本面，另一方面体现了由于供地少导致房企在深圳的库存量小，需要积极补库存。   

 土地市场现明显分化 下半年或有所降温  

易居研究院报告指出，《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基调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稳步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并没有放松，仍然以“稳”为主。一季度部分城市房地产

市场出现了“小阳春”，4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及“房住不炒”，同时住建部分别于 4

月和 5月对 10个房价涨幅较明显的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此外，由于一季度房企融资较多，资金宽

松，部分房企拿地比较激进，5月份银保监会对房企的融资渠道进行了限制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

稳发展。   

从土地市场来看，易居研究院分析认为，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已经与三线城市出现了明显  的

分化，以深圳为首的一线城市由于供地少导致的房企库存较少，城市基本面较好以及市场调整时间

较长等原因是房企的重点拿地目标。二线城市土地市场 6月份仍然火热，随着各城市相关调控政策

的陆续出台，下半年或有所降温。而三线城市量价齐跌，或开始持续降温。 

——————————————————————————————————————————— 

 

 

上半年 3600 亿元集合信托驰援房地产 

“23 号文”后地产信托规模或将收紧 

邢萌 2019-07-04 证券日报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融资政策收紧，房地产资金供给渠道受限，在此形势下，房地产信托的业

务优势凸显，由于制度灵活，可以依照企业需求提供个性化产品，房地产信托规模迅速发展。   

在今年的集合信托市场上，房地产仍为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今年上半年，超过 3600 亿元信托资

金投向房市，占比集合信托资金总规模近四成。不过，就上个月的募集情况而言，房地产信托呈现

明显的增长乏力，6月份募集资金不到 500 亿元，相较于今年前 5个月下降明显。   

从监管形势来看，5月份“23号文”的出台严格规范了房地产信托业务，促使信托公司加强主

动管理，探索真正股权投资方式，深入参与地产项目。   

多名信托业内研究员表示，结合当前监管形势，房地产信托下半年的规模或将收窄。   

 

集合房地产信托比重最大 

房地产信托一直是信托公司的主要业务，也是信托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据用益信托数据统计，2019 年 1月份-6 月份，集合信托市场共成立 8926 款产品，成立规模 9273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8.23%。从信托资金投向领域上，房地产信托成立 2794 款产品，募资规模为 3634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8.33%；金融类信托成立 2743 款产品，募资规模为 2322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7.48%；基础产业类信托成立 2368 款产品，募资规模为 2149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8.64%；工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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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信托成立 817 款产品，募资规模为 801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8.29%；其他投向类信托成立 205 款

产品，募资规模为 366 亿元，平均收益率为 8.16%。   

可以看出，上半年房地产信托募资规模最大，达 3634 亿元，占集合信托总规模的 39.19%，占

比接近四成。   

事实上，房地产信托的火热具有延续性，此前公布的信托业一季度数据显示出房地产信托已实

现季度环比上涨趋势。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投向房地产

的信托资金余额 2.81 万亿元，占比 14.75%，较 2018 年四季度末上升 0.56 个百分点。   

对于为何房地产信托成为最主要的信托资金投向领域，百瑞信托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员谢运博对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道，从信托公司的角度来看，第一，房地产项目一般利润较高，房地产信托

产品的收益率也一般较高，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较大；第二，房地产项目的风险相对可控，一般

都会设置充足的抵押物，信托贷款的还款来源比较有保障，信托公司在房地产项目方面的风控经验

也相对丰富；第三，尽管大部分信托公司都在推动业务转型，但新业务的发展成熟仍需一个过程，

目前房地产信托业务在大部分信托公司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有明显的改变。   

而对于信托公司业务转型，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对《证券日报》记者解释道，房地产业务是

信托公司重要的业务收入来源，虽然信托公司都在探索很多创新业务，但从经营效益的角度来看，

这些新业务即便开展得比较顺利，但利润空间、投入产出比，短期内很难比得上传统业务。   

 

下半年增速或将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日报》记者发现，虽然上半年房地产信托在资金规模上有绝对优势，但

已显露出增长乏力的疲态。据用益信托数据统计，今年 6月份，房地产信托募资规模仅 466 亿元，

同比减少 32.76%，且与月均募资规模 600 亿元相比，仍有不小距离。对于房地产信托规模的下降，

业内普遍将其归因于“23号文”对房地产信托的作用，且预计影响会进一步增大。   

5 月 17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即“23

号文”），强调不得向“四证”不全、开发商或其控股股东资质不达标、资本金未足额到位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直接提供融资。对此，谢运博对记者表示，从政策环境来看，房地产信托监管政策有收

紧的趋势，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信托业务将更加谨慎，预计 2019 年下半年房地产信托规模可能下降。   

此外，帅国让也表示，短期内房地产信托业务不会明显萎缩，而从长期来看，预计下半年房地

产信托募资规模会有所收窄，但依旧会维持一定的权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