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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市资讯
 成都快讯
 最新规划



楼市资讯

成都快讯
成都195.6亿住房公积金注入房地产市场

2015四川房产新政民意调查：农村居民购房需求强

成都个人存款5月环比减少87.42亿元

最新规划

住建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增速由负变正

福建再出重磅救市政策：允许房企项目商改住

万科再次做出人事调整 升任两位副总裁补缺口

成都剑南大道将建BRT与二环BRT实现接驳

地铁3号线二三期计划9月30日开工

印度驻成都总领事馆有望年内开馆



 全国楼市资讯

 万科再次做出人事调整 升任两位副总裁补缺口

 接管万科后，郁亮最为头疼的可能就是人事问题。昨日早间，万科再次做出人事调整，董秘谭华杰升任集团高级副总裁，东莞公司总

经理王海武升任副总裁，至此万科集团副总裁级别人数达到了18人，其中执行副总裁3人、高级副总裁9人、副总裁6人。（2015-06-

18）

 住建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增速由负变正

 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从今年的情况看，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增长速度已经由负变正，政策效果预计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

得以显现。为更好地支持缴存职工购买首套和改善型自住住房，2014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

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对降低贷款门槛，提高贷款额度，推进异地贷款业务，降低贷款中间费用，优化贷款

办理流程，以及盘活存量贷款资产等提出了明确要求。（2015-06-15）

 福建再出重磅救市政策：允许房企项目商改住

 据《福州日报》等报道，近日，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省住建厅转发了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的《关于优化2015年住房及

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福建省允许开发商进行项目住房套型结构

调整或房地产项目转型。（2015-06-17）



 成都楼市快讯

 成都195.6亿住房公积金注入房地产市场

 记者日前从成都住房公积金中心获悉，从去年7月以来，中心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放宽提取使用条件，推进个贷发展，稳定住

房消费，从去年7月至今年5月，住房公积金共向房地产市场注入资金195.6亿元，共为53万缴存职工办理住房消费类提取，共向3.13

万户职工家庭发放贷款，支持职工购房面积300.5万平方米。（2015-06-16）

 成都个人存款5月环比减少87.42亿元

 昨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发布5月份四川省金融数据，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6133.37亿元，比年初

增加1811.09亿元，同比少增1938.18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本外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7.4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9个百分点。

（2015-06-17）

 2015四川房产新政民意调查：农村居民购房需求强

 4月下旬至5月上旬，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房产新政对四川房地产市场影响的专项调查，访问对象为成都、攀

枝花、泸州、绵阳、乐山、南充、达州等7个市年龄在20-65岁之间的城乡常住居民。调查结果显示，购房需求者明显增多，主流仍是

解决刚需和改善住房条件。在调查中，表明家庭近期有购房打算或最近一个月已购房的受访者占总体样本量的11.0%。城镇购房需求

者占受访城镇居民的12.8%，农村占9.0%。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调查数据反映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居民也有

较强购房需求，需引起关注。（2015-06-16）



 最新规划

 成都剑南大道将建BRT与二环BRT实现接驳

 6月16日，记者从成都市规划局获悉，成都剑南大道规划有BRT线路，能够实现与二环BRT的对接，目前该方案正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成都市规划局告诉记者，由于剑南大道连接二环路沿线情况复杂，涉及铁路、高速路等多处工程节点，目前方案仍在进一步深入研究

。而站点设置问题，则需结合道路情况、土地利用以及线路运营等因素综合考虑。（2015-06-17）

 地铁3号线二三期计划9月30日开工

 昨日，成都地铁官网发布了《3号线二、三期工程投融资建设项目招商比选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中首次披露3号

线二、三期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30日同步开工建设，计划2019年1月30日开通试运营，总工期40个月，标志着3号线二、三期将进入

实质性施工阶段。（2015-06-17）

 印度驻成都总领事馆有望年内开馆

 昨日，首届“中国（成都）—印度国际瑜伽节”在都江堰正式开幕，将持续至6月21日。这也是中印双方宣布在成都开设印度总领事

馆后，首次在蓉举办的大型活动。印度驻华大使康特透露，今年7月，针对中国的电子旅游签证政策将有望正式实施，印度驻成都总

领事馆则有望在年内开馆。（2015-06-18）



土地土地
市场市场2

 整体供需：市场休整  本周无土地供应

 本周成交：本周无土地成交

 下周供应：供应集中爆发  簇桥新推百亩商用地

 新增公告：新增4宗土地公告 将于七月中旬拍卖出让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主城区及郊县区

共计出让土地0宗，成交0宗。

【整体供需】市场休整  本周无土地供应

成都市土地供需走势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主城区土地供需情况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郊县区(含天府新区)土地供需情况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主城区无土地供应。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郊县区无土地供应。

注：仅统计商住类用地



宗地位置
净用地
面积

（亩）

成交楼面
地价

（元/㎡）
溢价率 成交总价

（万元） 用地性质 拿地企业 出让方式 编号

【本周成交】本周无土地成交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无土地成交。

注：仅标注主城区及近郊地块；红色表示成交地块，黄色表示流拍及终止地块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注：仅统计商住类用地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宗地位置
净用地
面积

（亩）
编号 宗地位置

净用地
面积

（亩）
编号 宗地位置

净用地
面积

（亩）
编号

新津县永商镇梨花
村十三组 12.72 /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康社

区1、4、5组 81.59 /
新津县邓双镇罗山村二
组、永商镇梨花村十三

组
0.92 /

新津县永商镇梨花
村十三组 15.41 /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康社

区5、8组 71.63 / 邛崃市318国道东侧 27.57 /

新津县普兴镇前锋
村十一组 30.00 /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康社

区3、4组 58.39 / 邛崃市金丰雅居西侧、
古川上苑北侧 5.05 /

新津县普兴镇顺河
村七组、前锋村十

一、十二组
46.00 /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康社
区2、3组，白玉社区6

组
58.04 / 武侯区簇桥街道沈家桥

村6、7、10组 137.07 2

新津县普兴镇顺河
村四、五组、前锋

村十一组
55.46 /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康社

区4、5、8组 50.61 /
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事
处太平村一、二、三、

七组
11.55 3

新津县普兴镇顺河
村四、五组、前锋

村十一组
62.49 / 新都区木兰镇长林社区

5、6组 60.00 1 青羊区清波村3组 14.83 4

都江堰市奎光塔街
道滨河社区第四居

民小组
10.67 / 新津县永商镇梨花村十

三组 4.22 / 青羊区清波村3组 12.90 5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
康社区3、4、5、6

组
95.24 / 新津县永商镇梨花村十

三组 1.43 / 新都区新都镇宝光大道
以西、南四支渠以东 19.15 6

都江堰市玉堂镇永
康社区5、8组 91.59 / 新津县永商镇梨花村十

三组 1.27 /
新津县邓双镇罗山村二
组、永商镇梨花村十三

组
0.92 /

【下周供应】供应集中爆发  簇桥新推百亩商用地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下周土地供应迎来爆发，预计供应土地26宗，共计1035.80亩，达到近几月来的最高峰。供应主要集中在郊县

区，主城区共4宗土地出让。其中，青羊区清波村连襟地块、红牌楼袖珍住宅用地均为再度入市，此外，簇桥新推一宗百亩商业地块。

注：仅标注主城区及近郊地块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注：仅统计商住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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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告】新增4宗土地公告 将于七月中旬拍卖出让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新增土地4宗公告，其中，两宗位于温江区，一宗位于新都大丰，另一宗位于高新区中和组团。共计244.80

亩。这批地块将集中在7月中旬，以拍卖形式出让。

注：仅标注主城区及近郊地块

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1

宗地位置 净用地面
积（亩）

可建面积
（㎡）

起拍楼面
地价

（元/㎡）

总价
（万元） 用地性质 出让时间 出让方式 编号

高新区中和组团
（中和街道新华社
区4组、观东社区4

组）

18.62 37236.30 2000 7447.26 商业兼容住
宅 2015.07.14 拍卖 1

新都区大丰街道高
堆社区4、5、6、9

社
56.87 113740.00 1920 21838.12 住宅兼容商

业 2015.07.14 拍卖 2

温江区涌泉街办花
土社区6组，明光社
区8组；柳城街办新

华社区5组

37.18 74363.28 1215 9035.13 住宅兼容商
业 2015.07.14 拍卖 3

温江区永宁镇新庄
社区11、15、16、

17组
132.13 176169.26 1125 19819.04 住宅兼容商

业 2015.07.14 拍卖 4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注：仅统计商住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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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商一手商
品房品房3

 整体供需：供应“大爆发” 成交维持平稳

 商品住宅成交：主城区保持稳定  郊县小幅下挫

 本周开盘：普通住宅去化率低  别墅及商铺成交“喜人”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成都市商品房供应面积47.20万㎡,环比大幅上扬164.43%；成交面积51.42万㎡，

环比微涨0.25%。本周商品房供应市场环比猛涨，主要原因为时逢年中，开发商为完成上半年的销售目标而进行

冲刺，同时抓住端午节节点促销优惠，故而本周大幅推量寄望以此带动销量，月末将至，预计后市供应市场或将

仍维持高位水平，而受假期备案数据延迟的影响，下周成交市场或将小幅上涨。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成都市一手商品房供需走势

【整体供需】供应“大爆发” 成交维持平稳



编号 项目名称 开发商 建筑面积
（㎡） 环线 方位 交付

标准 板块 行政区

1 西派澜岸 中铁建 10218.44 绕城外 城南 清水 大源 高新南
区

2 龙湖源著 龙湖地产 5342.35 三环-绕城 城西 清水 羊西 金牛区

3 凯德天府life 凯德中国 48427.06 二环-三环 城南 精装修 科华路 高新南
区

4 旺旺商业广
场 旺旺集团 41624.01 三环-绕城 城南 清水 站南 高新南

区

5 瑞升望江橡
树林 瑞升实业 69558.69 一环-二环 城中 清水 九眼桥 锦江区

6 恒大翡翠华
庭 恒大地产 30276.60 三环-绕城 城西 精装修 外光华 青羊区

7 保利两河森
林 保利地产 8217.06 三环-绕城 城西 清水 羊西 金牛区

8 西派国际 中铁 22940.77 三环-绕城 城南 精装修 站南 高新南
区

9 蓝光乐彩城 蓝光地产 18621.59 二环-三环 城东 清水 八里庄-二仙
桥 成华区

10 香榭兰庭 荣盛伟业 30797.83 二环-三环 城东 清水 东客站 成华区

11 保利花园 保利 1100.6 三环-绕城 城南 清水 顺江 武侯区

12 蓝润V客东区 蓝润地产 3736.66 二环-三环 城东 清水 建设路 成华区

13 仁美大源印
象 仁美置业 26158.39 绕城外 城南 清水 大源 高新南

区

14 星汇广场 中强实业 154939.63 一环内 城中 清水 市中心 锦江区

【新增预售】供应火热  住宅商业均大幅上涨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共计14个项目获取预售，较上周增加5个，其中住宅类项目11个，共供应28.71万㎡，环比大幅上涨

73.58%；本周商业类共计3个项目获取预售，共供应18.48万㎡，环比急涨1310.95%。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注：仅标注主城区及近郊区；红色表示商品住宅项目，黄色表示商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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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住宅供应】主城区止跌回升  近郊“冰封”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因数据缺失主城区商品住宅供应未剔除部分底商，共计供应28.71万㎡，环比大幅上涨

73.58%；近郊县则暂无供应。本周主城区供应市场止跌大幅回升，主要因为年中将至，多数开发商上半年销售业

绩未能达标，为了完成销售目标同时利用端午节假期节点大力推量进行冲刺，预计下周供应或将仍延续高位水平。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成都市一手商品住宅供应走势



成都市商品住宅量价走势

据四川中原监测数据显示，本周主城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9.19万

㎡，环比小幅上涨2.95%；近郊县商品住宅成交面积20.84万㎡，

环比小幅下滑10.94%。本周主城区成交市场仍维持稳定态势，而

近郊县市场则处于温和波动的区间，本周恰逢端午节假期，此期

间成交数据备案延迟，随着数据的陆续显现，预计下周成交或将

小幅上扬。

本周主城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9766元/㎡，环比上涨2.94% ；本

周近郊县商品住宅成交均价5839元/㎡，环比下降1.77%。

本周中建桐梓林壹号及美城悦荣府领跑主城区、郊县商品住宅市

场，分别成交136套和82套。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排名 项目名称 方位 环线 成交套数 成交面积（㎡） 成交均价
（元/㎡）

1 中建桐梓林壹号 城南 二～三环 136 16516.88 12036
2 锦江国际花园 城东 二～三环 134 11247.25 8798
3 清凤时代城 城南 绕城外 47 4096.61 8761

4 建发鹭洲国际 城南 绕城外 46 5135.02 9394

5 IMC国际广场 城南 绕城外 43 3071.3 9574

6 天悦城 城北 二～三环 42 4079.73 8836

7 南城都汇 城南 三环～绕城 39 3706.5 7991
8 中粮鸿云 城东 二～三环 39 3258.15 10721
9 蓝光乐彩城 城东 二～三环 36 2739.93 7164
10 成都合院 城西 绕城外 35 2803.37 4849

排名 项目名称 城区 成交套数 成交面积（㎡）成交均价（元
/㎡）

1 美城悦荣府 天府新区 82 7402.84 6508

2 邦泰华府公馆 双流 47 3461.39 5122

3 绿地城 新都区 43 3976.17 6311

4 北新上锦 新都区 40 3148.5 5380

5 炜岸城 龙泉驿 38 3179.3 6197

6 国色天乡 温江 35 3938.96 5504
7 四季金悦 双流 34 2979.48 5868

8 金茂悦龙山 龙泉驿 33 3053.18 5629

9 北大资源燕楠国际 双流 31 2519.13 5770
10 天立香缇华府 郫县 29 2624.88 4492

成都市主城区商品住宅备案成交TOP10 成都市近郊县商品住宅备案成交TOP10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商品住宅成交】主城区保持稳定  郊县小幅下挫



区    域 成交套数 环比 成交面积
（万㎡） 环比 成交均价

（元/㎡） 环比 成交总额
（万元）

锦江区 354 -4.32% 3.63 -1.89% 10546 2% 38281.98
成华区 406 -13.25% 3.59 -14.11% 9025 -2% 32399.75
金牛区 276 61.40% 2.90 75.76% 9158 6% 26558.20
青羊区 158 0.64% 1.39 0.00% 9108 -3% 12660.12
武侯区 186 44.19% 1.56 41.82% 9335 -3% 14562.60
高新区 581 -9.36% 6.12 -7.83% 10019 7% 61316.28
主城区 1961 1.29% 19.19 2.84% 9766 3% 187409.54

天府新区 237 -16.55% 2.60 -15.73% 7132 -1% 18536.58
双流 508 -4.69% 4.60 -6.25% 5875 -1% 27044.50
温江 281 -9.06% 2.93 -1.35% 5879 4% 17196.16

龙泉驿 425 -3.41% 3.93 -10.66% 5446 -8% 21399.99
郫县 290 -24.08% 2.74 -23.42% 5287 -4% 14475.55

新都区 439 -6.79% 4.04 -9.46% 5692 0% 23013.23
合计 4141 -4.91% 40.03 -4.83% 7679 1% 307390.37

成都市各行政区商品住宅成交结构

据四川中原数据监测显示，本周主城区各区域涨跌参半，其中金牛区涨幅居首，

成交276套，成交面积2.90万㎡，分别环比上涨61.40%、75.76%；成华区下滑

明显，成交406套，成交面积3.59万㎡，降幅均贴近14%。近郊县全线下滑，其

中郫县大幅减少，成交290套，成交面积2.74万㎡，环比降幅24.08%、23.42%

；双流受补贴政策利好，成交居于郊县首位，成交508套，成交面积4.60万㎡，

分别环比小幅下滑4.69%、6.25%。

从成交均价看，金牛区和高新区均价涨幅分别高达6%、7%，分别因为天悦城以

及中建桐梓林壹号价格偏高项目集中销售而带动区域价格上涨。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各区商品住宅成交】主城区涨跌参半  郊县全线“沦陷”

成都市各行政区商品住宅成交结构图



区域 项目名称 推出建筑类型 推出楼栋 推出面积段（㎡）推出总建面（㎡） 推出套数 惠后均价（元/平
米） 销售套数 销售率（%）

住宅开盘项目

九眼桥 望江橡树林3期 超高层 2栋2单元 80-129 22330 226 11500 91 40%

建设路 万科金色乐府 高层 2栋 77-89 2656 32 11250 15 47%

顺江 保利花园5期悦榕
郡 高层 3栋、12栋3单元 96-120 16049 153 9100 13 8%

东大街 都汇华庭 超高层 2栋1单元 66-225 25900 288 18000 80 28%

大丰 绿地城 高层 10栋 77-88 20944 254 6100 80 31%

温江行政中心 积家御景 高层 7栋部分房源 88、93 11222 124 5200 10 8%

犀浦 优派立方 高层 1栋1单元 66-90 14509 190 4500 25 13%

羊西 保利两河森林 叠拼 33、66、68、
54栋 134-180 8550 57 总价260-290万 49 86%

商业开盘项目

外光华 青羊万达广场 商铺 3栋 15-165 25000 292
1F:70000

240 82%
2F:35000

据四川中原数据监测，本周共9个项目开盘，从住宅类别看，保利两河森林的叠拼别墅炙手可热，本次共推57套，销

售49套，去化率达到86%；万科金色乐府紧随其次，本次仅推32套，销售15套，去化率47%；保利花园表现最差，

共推153套住宅，销售仅13套，去化率低至8%。商业类别中仅青羊万达广场项目开盘，本次推出292套商铺，开盘当

日销售240套，去化率高达82%。

【本周开盘】普通住宅去化率低  别墅及商铺成交“喜人”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成都市开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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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成交：政策效应逐步减弱  成交量波动起伏

 区域分析：仅高新区成交量环比上涨



 市场数据：本周主城区二手住宅成交1516套，环比下降10.56%；成交面积为14.28万平方米，环比下降

10.58%；

 市场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 “330”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市场成交结束连续上涨的态势，近几周成交量波动

起伏。受制于市场动力相比前期的不足，后续成交波动或是常态，另外恰逢端午小长假，预计下周成交量或

将再次下滑。

上周 本周 环比

成交套数（套） 1695 1516 -10.56%

成交面积（万㎡） 15.97 14.28 -10.58%

二手商品住宅单日成交套数走势

【整体成交】政策效应逐步减弱  成交量波动起伏

成都市主城区二手商品住宅周成交走势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成都市主城区近两周二手商品住宅成交套数对比



行政区 上周 本周 环比

成华区 262 225 -14.12%

高新区 268 274 2.24%

金牛区 304 276 -9.21%

锦江区 226 218 -3.54%

青羊区 338 240 -28.99%

武侯区 297 283 -4.71%

 本周各行政区中仅高新区成交量环比上涨。具体来看，高新区成交274套，环比上涨2.24%；青羊区

成交240套，跌幅最高为28.99%；成华区成交225套，环比下降14.12%；金牛区成交276套，环比下

降9.21%；锦江区、武侯区环比跌幅较小。

套

各行政区成交占比

近两周各行政区成交套数对比 各行政区成交套数走势

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数据来源：四川中原战略发展部

【区域分析】仅高新区成交量环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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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 一手商品住宅

一手商业办公 二手商品住宅

【总结与预测】

 商铺成交受近郊县拉动小幅上升；

 写字楼成交量虽有上升但整体市场仍保持低位运行走势；

 公寓成交在上周大幅冲高之后出现回落；

 市场进入年中平稳销售期，整体市场表现平淡，商业地产以

消化存量为主，成交量及成交价格趋于平稳。

 “330”政策效应逐步减弱，成交量波动起伏；

 盘源量小幅波动，端午假期来访量下降明显；

 楼市整体行情向上，业主对后市信心依然乐观；

 受制于市场动力相比前期的不足，后续成交波动或是常态。

 主城区供应大幅回升，近郊处于“冰封”；

 主城区成交维持稳定，郊县小幅波动；

 本周商品住宅市场供应呈现大涨，主要因为临近年中，开发商

为促进销量完成上半年销售计划而大幅推量，随着月末逼近，

预计下周供应量或将高位企稳，因假期备案数据延迟，后市成

交或将温和上涨。

 市场休整，本周无土地供应；

 供应集中爆发，簇桥新推百亩商用地；

 新增4宗土地公告，将于七月中旬拍卖出让；

 下周土地市场有望迎来爆发，共计供应土地1035.80亩，冲

至近期峰值。虽然地块位置集中在远郊区域，流拍可能性高

，但是供应基数巨大，成交大幅上涨已成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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