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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孙杨报
道：市房管局最新分析报告显示，10月，
市城区商品房销售态势良好，销售面积
达到21.80万㎡，环比增长26.16%，销售
金额达到11.51亿元，环比增长35.57%，
商品住宅均价5486元/㎡。

推新热度不减
城区商品房销售21万㎡
10月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销

售面积21.80万㎡，其中新建商品房销
售面积18.87万㎡（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16.10万㎡，商业用房销售面积2.77万
㎡），二手房销售面积2.93万㎡。

10月份，城区楼盘扎堆加推上市，
消费者购买欲望也比平时更加强烈，而
今年咸宁楼市持续热销，极大增强了开
发商入市的积极性，从而更加刺激了楼

市的活跃，成交量整体稳中有升。本月
成交冠军是绿地梓湾，销售额1.45亿
元，销售面积15767.95平方米，力压群
雄；亚军是水岸澜庭，销售额1.3亿元，
销售面积27429.51平方米，销售成绩靓
丽；季军咸宁锦华，也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第四名恒大名都。

10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43.96万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36.78万㎡，商业
用房销售面积3.65万㎡，二手房销售面
积3.53万㎡。

价格理性回归
城区均价与上月基本持平

10月市城区商品房整体市场呈现
供需两旺的局面，成交均价与上月基本
持平; 知名房企和上市公司项目，纷纷
在本月加推，成交也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市场供应量目前较为充足，客户选
择面更广，价格理性回归。

数据显示，10月，市城区（含咸安
区）商品房销售总金额11.51亿元，商品
住宅销售总金额8.89亿元，商品住宅均
价5486元/㎡，同比上涨2210元，环比
增加97元/㎡。

10月，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销
售剔除碧桂园、恒大、绿地、联投梓山
湖、江南里、雅士林等知名房企和上市
公司项目，其他项目的商品住宅销售均
价为4954元/㎡。

10月全市商品房销售总金额20.04
亿元，商品住宅均价3922元/㎡。

房企信心显现
批准预售面积41.84万㎡
数据统计显示，10月份市城区房地

产企业的投资信心仍然显现，预期较
好，批准预售面积达到41.84万㎡，去化
周期9.34 个月，较去年底回升1.97 个
月，环比回升1.89个月。全市10月商品
住宅批准预售面积59.53万㎡。

对于整个金九银十的咸宁楼市，一
边是理性回归房价稳中有升，一边却是
创新高的销售数据。有业内人士认为，
金九银十的高销售量说明了购房者还
是有较强的购房需求，只要房价在能接
受的范围内，趁早入手心仪房源还是比
较明智的选择。进入11月，咸宁楼市将
迎来“年末考试”，开发商们年底冲刺将
有什么动作？仍然值得期待。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孙杨报
道：记者日前从市房管局获悉，今年以
来，我市房地产交易量、商品房价格均出
现上涨。1-10月，市城区（含咸安区）商
品房销售总金额达92.8亿元，提前2个月
超越去年全年销售总金额86.68亿元。

1至 10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量来
看，市场持续升温，全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457.57万㎡,同比上升18.31%；其中

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225.24万㎡，同比上升28.69%；从商品
房价格来看，全市商品房销售总金额
178.72亿元，商品住宅均价3584元/㎡；
其中市城区（含咸安区）商品房销售总
金额92.8 亿元，商品住宅销售总金额
67.08亿元，商品住宅均价4716元/㎡，
达到历史最高值，提前2个月超越去年
全年销售总金额86.68亿元。

截至10月，全市商品住宅库存面积
250.17 万平方米，库存较去年底增加
11.03万㎡，消化周期8.2个月，较去年
底增加0.34个月。市城区（含咸安区）
商品住宅库存面积127.08万平方米，消
化周期9.34个月，较去年底回升1.97个
月，环比回升1.89个月。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前10个月，我
市房地产从销售面积、销售金额、销售均

价等几项主要指标均较大幅度创新了历
史最高点，但涨价幅度仍在正常范畴；从
10月份来看，市城区房地产销售价格上
涨的涨幅有效遏制，本月销售均价5486
元/㎡，同9月均价相比增加97元/㎡，这
说明咸宁楼市正在回归以本地自住需求
为主的局面，逐渐走向理性、稳定；不过
这对于购房者或许是个好时机，大家可
以在调整期寻找一些合适的购房机会。

我市今年城区商品房销售突破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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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快讯

市城区 10月商品房销售超 11 亿元

本报讯 记者朱萍报道：
10月30日，省住建厅副厅长
金涛一行来我市，就房地产市
场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省住建厅领导听取了江
南里、恒大名都、藏龙府邸、
雅士林、洁丽雅等房地产项
目负责人分别围绕商品房销
售开发情况、明年房地产市
场趋势和对当前房地产市场
健康发展的建议展开座谈。
市直相关单位就房地产市
场、商品房建设、规划审批、
土地供应等相关情况向调研

组作了汇报。
调研组对我市房地产市

场健康可持续发展表示充分
肯定。调研组指出，各部门
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仔细
分析投资趋势，要抓紧调整
棚改政策，摸清当前市场需
求，准确决策，引导老百姓住
房合理消费，各部门要担负
起“稳投资、控房价，防风险”
的主体责任，制定房地产市
场调控方案，强化综合协调，
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
展。

省住建厅领导来我市调研

11月8日，咸宁城际空间站特邀咸宁日报、香城都市报、网易咸宁、房天下、房产网、新浪乐居等咸
宁10余家主流媒体共赴武汉，先后参观武汉绿地中心、武汉绿地城，亲鉴绿地高端品质、游览武汉城市
地标，近距离感受了绿地项目的品质高度和品牌魅力。

塔尖奢享 品质之旅

咸宁城际空间站媒体品鉴行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朱萍报道：
由湖北佳辰投资有限公司投
资兴建的“佳辰国际·中央
城”三期营销中心，将于12月
2日正式对外开放。

“佳辰国际·中央城”项
目位于咸宁政务核心区，紧
邻市政府，其优越的区位优
势、便利的交通及完善的生
活配套，使得项目备受关
注。项目遵循“以人为本”的
开发理念，注重提升人们住
居生活品质，着力打造高端

标杆楼盘，塑造了咸宁首家
智慧平安小区示范点，该项
目打造的华中空中大花园、
空中游泳池、空中网球场等
丰富的人文景观，独具一格，
一直都是备受热捧的名盘。

据悉，佳辰国际·中央
城”三期为10万方河景房，共
计430套住宅，户型面积从
110-195㎡不等，预计将在
2019年元月对外出售，感兴
趣的市民朋友请密切关注该
楼盘近期动态。

中央城三期

营销中心将于下月对外开放

一个项目、一天时间、1000多套房
源、销售7亿元……这一串数据拼凑在
一起，完美诠释了咸宁楼市一路向好的
发展态势。

据了解，10月31日，咸宁城际空间
站开盘当日劲销1012套，成交额7亿
元的战绩轰动全城，刷新了我市单日销
售纪录，成为金秋十月最耀眼的“新
星”，“银十”随之收官。然而市区楼市
的热潮并未褪去，反而局部酣战更加激
烈，对于购房者来说选择余地更大。

目前，市区11月已有3个楼盘确定
加推。

月初，咸宁恒大名都项目就推出了
“挑战味蕾，‘意’域美味”新品加推活
动，88—130㎡湖居精装房，成为市场新
宠。

位于咸宁北高铁站的咸宁城际空
间站项目，在首批住宅热销之后，该项
目将持续加推，备受关注。面积区间为
72-134㎡，推出“创新升级理想家4.0让
居住更舒适，以及‘精纳家’让每一寸空
间可能无限”的理念，使得项目极具竞
争力。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银十”咸宁楼

市销售冠军的绿地·梓湾国际康养度假
区，总价24万起，40-105㎡山湖美宅
二次载誉加推，117-153㎡临湖独院别
墅也在少量认购中。

在“双十一”前一天晚上，“中建·咸
宁之星”举办的群星演唱会提前拉开了
全民狂欢的序幕，项目以此成功认筹客
户，其市场表现格外令人关注。

据悉，位于温泉老城区中心地段的
项目‘天兆·1965’，与湖北区域内最具
影响力国际品牌温德姆旗下之华美达
酒店联手打造奢装产权式公寓。面积
在40-110㎡，新加坡式建筑风格，地标
式高品质建筑，目前主推的就是3-5层
华美达奢装产权式酒店。总房源81余
套，户型丰富，面积区间多，客户选择面
广。加之位于城市央区，位置优越，同
时依托于商业方面宏大体量、优质规划
与大力招商，15年稳定长线收益，被不
少市民及外地游客看好，于本周日18日
开盘入市。

除加推以外，在11月“双11”的消
费季影响下，同样具备商品属性的房地
产销售同样不会置身事外，不少楼盘借

“双11”消费氛围，推出各种促销优惠，

促进销售。
另一方面，从往年的市场来看，在

“金九银十”之后，房交会一般也已结
束，年度市场大局已基本确定，开发商
出于年终冲量冲业绩、资金回笼等需
要，一般也会自11月初开始推出一些市
场优惠。

咸宁城际空间站双十一购房节，特
惠房源火爆抢购最后8席，还有七重好
礼，更可赢万元豪华双人游等让项目现
场人满为患。另外，在13—14日，举行
了业主答谢宴，以诚挚之心，宴请一家
人的活动，使得这个冬日暖意十足。

华中首届百味风情火锅节让吃货
们爽翻天，“双十一”免吃千人火锅，品
质好房特惠秒杀等活动，让绿地·梓湾
国际康养度假区彻底火了。

在“双十一”当天，咸宁恒大名都打
出免费送的广告，只要参与当天现场的
活动，众多大牌口红、香水免费送！还
有品牌包包1折抢购，为项目吸引不少
人气。

此外，年底还有几场开盘、暖场活
动值得关注。

一是中建·咸宁之星，该项目经过前

期精心筹备，将在11月24日盛大开盘，有
意购买的市民可以继续关注楼盘消息。

二是绿地·梓湾和咸宁城际空间站
项目。作为绿地集团在咸宁两大开山
力作，项目问世以来一直深受追捧。进
入11月，项目通过全羊盛宴、寒冬送暖
等一系列活动诠释关爱、幸福，因此其
系列关于“幸福”的活动，将在这个冬季
来到您的身边，影响每一位咸宁市民。

三是位于咸安中心城区项目三胜·首
府，将于12月开盘，该项目已开发成熟，楼
盘周边配套丰盛，交通便利，居家首选。

四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中央
城三期，项目遵循“以人为本”的开发理
念，注重提升人们住居生活品质，着力
打造高端标杆楼盘，塑造了咸宁“首家
智慧平安小区示范点”，该营销中心于
12月2日正式开放，项目预计将在19年
元月开盘，值得期待。

开盘、加推、特惠、演唱会、火锅节……

市区楼市好事不断
记者 朱萍

楼市看点

本报讯 通讯员李名水
报道：日前，市住房公积金赴
嘉鱼县陆溪镇虎山村，围绕

“精准扶贫，携手同行”主题,
开展全国第五个“扶贫日”活
动。

职工们来到结对的贫困
户家中，认真听取贫困户的需
求并梳理交工作队落实。对
今年脱贫的贫困户，面对面细
算产业收入账、打工收入账、
补贴收入账，做到真脱贫、脱
真贫。帮扶干部对今年计划
脱贫的23户贫困户资料进行
了签字确认。并到贫困户家
帮忙打扫卫生，带上自购的菜

品下厨做饭，与贫困户全家一
起吃“连心饭”，交流了思想加
深了感情。

今年以来，市公积金中心
全年已落实扶贫帮扶资金18
万元。配合村“两委”在“三
公”上下功夫。在指标评选上
公道，在资金分配上公示，在
政策宣传上公开。上级部门
扶持的光伏发电项目年收入
超2.5万元、渔池改造承包后
年租金收入1.3万元、油茶基
地改造承包后年租金收入5
万元，村集体全年经济收入可
达8.8万元，为今年整村脱贫
出列打下了良好基础。

市公积金中心开展“扶贫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