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
2009 年是贵阳房地产发展史创造新记录最多的一年，商品房整体成交逾 700 万平方米。2007
年底、08 年的市场动荡积累一大批潜在需求客户，2009 年上半年市场成交井喷是压抑已久
的购买力释放的结果。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带来了相当比重的投资需求。2010 年供不应求的
趋势仍将继续，如何让价格上涨处于合理区间，构建供需平衡将是房地产市场发展主题。
上半年政策基调维稳，年中或见政策拐点
土地供应减少，地价将进一步上浮
住宅供应同比减少 房价将上升至新台阶
外来大型房企加速进入 本土中小企业空间受挤占

2009 年房地产市场环境回顾
贵阳经济在 2009 年初已经出现经济复苏，目前统计前三季度贵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11459 元，预计 09 年全年将超过 08 年水平达到 15000 元。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走高
的形势下，对房地产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
2009 年是贵阳经济整体复苏的一年，前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就已达 636.2 亿元，已达到 07
年以前全年生产总值最高记录。根据 2009 年前三季度 GDP 推算，到四季度，GDP 将保持
大约 12%的增长率，生产总值将达到 281.14 亿元。预计 2009 年全年将达到 917.3 亿元，整
体经济形势发展良好。

2009 年前三季度贵阳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11459 元，预计 2009 年全年将超过 2008 年水
平达到 15000 元。贵阳经济在 2009 年初已经出现经济复苏，特别是房地产业更是打破 2008

年的低迷，彻底得到释放。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走高的形势下，对房地产的发展带来
巨大的促进作用。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从 2009 年 1 月开始，贵阳乃至全国的经济趋于紧缩，CPI 与同
期相比持续走低。贵阳市 CPI 比全国 CPI 更低，甚至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说明整个 2009 年，
贵阳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大于全国平均通货紧缩压力。8 月以后，整个 CPI 走势开始有上升
的趋势，11 月份，全国 CPI 同比增幅已转正，达到 6%，通货紧缩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
解，整体经济迈入良性发展状态。

2009 年房地产开发情况
2009 年 1-11 月贵阳全市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644.21 万平方米，较上年度有所下降，商品房施
工面积 2956.68 万平方米，较上年度增幅明显，商品房竣工面积 610.31 万平方米，是上年度
一倍。近年来商品房开发新增面积和施工面积逐年增高，而竣工面积逐年下降的趋势在 2009
年发生改变，集中供应潮即将来临。
贵阳市 2009 年 1-11 月固定资产投资额已达 660.22 亿元，超越 2008 年全年整体投资完成额。
2009 年前 11 个月房地产开发所占比例较之往年略有提高，上升平缓。今年前 11 月份与 08
年相比，房地产开发投资所占比例 28.3%，已趋于平稳。
2009 年 1-11 月全市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644.21 万平方米，较上年度有所下降（08 年为 771.33
万平方米），商品房施工面积 2956.68 万平方米，较上年度增幅明显（08 年为 2464.18 万平
方米），商品房竣工面积 610.31 万平方米，是上年度一倍（08 年为 307.59 万平方米）。长久
以来所形成的商品房开发新增面积和施工面积逐年增高，而竣工面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今
年发生了改变。转变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加大对各项目管理。
另外随着市场的回暖成交量激增，各房产企业资金周转得到有效缓解，施工进度得到保障。
同时还有开发模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过去贵阳市场以期房销售为主，甚至很多项目未达
到预售条件即可销售。但顺着一些有实力品牌开发商的入驻，以世纪城为典型的准现房销售
模式，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欢迎，一定程度上又带动了周边项目在开发模式上的转变，
进而促进了各项目整盘开发进程的提升，从数据上直观反映为竣工面积的增长。

2009 年 1-11 月，商品房施工面积自年初累计达 2956.68 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累计达 644.21
万平方米、竣工房屋面积合计达 610.31 万平方米。由于今年的复苏从 3 月开始，因此在成
交量迅速增多的月份之后通常会出现供不应求，从而刺激开发商以增加开工量以追逐市场需
求。（备注：此部分商品房物业性质包含经济适用房、区域包含清镇、修文、开阳等郊县数
据）

2009 年土地市场回顾
2009 年上半年土地出让土地规模小总价低，下半年受到住宅市场销售大幅回暖影响，市场
上可售房源下降，政府部门迅速加大土地供应量用以平衡市场供求结构。
2009 年 1-11 月全市出让 45 宗，出让面积 335.7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26.3 亿元，成交面积及
金额较往年降幅较为明显，但批出地块总建筑面积达 1039.2 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土地成
交下滑，一定程度上与年初市场整体信心不足有关。今年上半年土地出让土地规模小总价低，
真正大体量的土地供应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据统计上半年土地出让 23 宗，成交面积 73 万平
方米，下半年出让土地 22 宗，成交面积 257 万平方米，从中不难发现土地供应有意识的规
避市场低潮期；另一方面随着今年以来成交量的不断上涨，受到市场较强的消化能力影响，
市场上可售房源明显下降，政府部门也对日趋火爆的楼市行情迅速做出了反应，加大土地供
应量用以平衡市场供求结构。

为了对应解决城市各城区城市功能及区域城市功能配套等方面的问题，近年贵阳土地供应主
要以商住和商住综合性质为主，纯住宅用地和低密度住宅用地供应日渐减少，高端住宅物业
将成为稀缺产品。同时大量的商业物业涌入，对于贵阳的商业地产及相关产业将受到一定的
冲击，商业地产的竞争将成为今后几年贵阳地产竞争的主战场；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今年
有三宗土地流拍，其中城区两宗花溪区一宗，其流拍的共同特点均为原土地上存有大量的拆
迁，其中编号贵阳卫校地块，挂牌伊始受到多家企业的追捧，然而了解到地块实际状况，涉
及到大量拆迁和后续安置工作，一家竞拍企业不惜放弃千万保障金悄然隐退。拆迁问题似乎
成了各家开发商挥之不去的伤痛，贵阳的旧城改造之路仍在摸索之中。

近年贵阳土地出让主要围绕两城区、金阳新区、乌当、小河等地，金阳、两城更是土地市场
重点，两区域合计成交 220 余万平方米，占到整体市场 65%以上，这也预示着今后一段时
期内市场竞争依然围绕这两处传统区域市场。
2009 年各城区平均地价达到 700 元/平方米，其中两城区地价达到 985 元/平方米（08 年 1065
元/平方米），金阳新区地价达 895 元/平方米（08 年 852 元/平方米），各区域较 08 年成交均
价变动不大。
（备注：由于花溪区本年度仅成交 2 宗，且受土地自身特殊因素影响，不能代
表该地区实际地价水平，故不作为参照依据）
相比全国其他地区地王频出，贵阳土地市场相对冷清，全年仅有 5 宗土地挂牌成交金额过亿，
且均为本土发展商囊括。其中以金阳 2009-05 号地块 7.9 亿成交金额最高，地块位于金阳新
区金阳世纪城旁，该地块的摘牌则被其隶属的开发商世纪金源集团稳收入囊中。而 G（09）
18 地块由开发山水黔城而得名的贵州宏立城集团获得，该地块接近 560 万平方米的总建筑
面积，预示着继金源世纪城后又一超级大盘的诞生；G（08）22 则被贵州保利集团获得，总
建筑面积 80 万平方米。
今年整个土地市场表现出供应量较往年有所下降，地块整体较为零散，容积率高、建筑
密度大、拆迁量大、地块自身条件差等特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家开发商对土地市场的观

望态度。

2009 年商品住宅市场回顾
2009 年 1-11 月商品房住宅新增供应面积 530.56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 633.66 万平方米，供不
应求现象明显，近年市场供求比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尤其 2009 年市场消化大量前期剩余货
量，多个项目均出现了无房可卖的情况，整体市场呈现上升的发展态势，到 2009 年 11 月市
场均价已突破四千大关。
销售大幅回暖 供不应求明显
贵阳市商品住宅供求，从 05 年开始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趋势，到了 2007、08 年，由于受金
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出现下滑，2009 年情况急剧好转，发展趋势一路上扬。2009 年 1-11 月
商品房住宅新增供应面积 530.56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 633.66 万平方米，整体供求比为 84/100，
供不应求现象明显，多个项目均出现了无房可卖的情况，整体市场呈现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
年除了没有走出低迷的前期 1、2 两个月外，3-11 月成交套数每月均保持在 4000 套以上。
成交价格稳步增长 部分高端项目均价过万
在旺盛的成交形势下，整体成交价格变化保持平稳，并有缓慢增长。到 2009 年 11 月份，市
场均价已突破四千大关，达到 4080 元/平方米。
从成交走势图上看，2009 年的成交情况一路飙升，大大超越 2007 年和 2008 年的水平，2008
年累积的购买力到 2009 年得到充分的释放。价格方面，2008 年整体销量下降，但其销售价
格却相对较高。2009 年价格变化较为理性，在销量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保持良性增长。
贵阳商品住宅目前成交主力单价在 3500-4000 元/m2 价格区间，2500 元/m2 成交房源正逐步
撤离市场，从目前监测的各地区数据，除经济适用房外，3000 元/m2 房源几乎无迹可寻。
核心城区高层项目单价已接近 8000 元/m2，部分项目小高层产品更是将价格标至 11000 元
/m2，楼市单价空前高涨。
中小户型需求热度不减 中大户型消化加速
成交户型段中部集中，130-150m2 等中大户型成为市场销售的主力，中小户需求热度不减。
今年市场供应的主打区间，主要以中小户型为主，各项目纷纷推出自己的精品小户，然而从
消费方面反映的情况，今年市场依然以中大户型为销售主力区间，但结合实际供应情况我们
不难发现，现有中大户型几乎是以消化去年的余货为主，新增较少。年初政策的相应出台实
施，大盘名企纷纷响应政策，适时对原有产品进行价格回调，加之贵阳部分金融机构推出首
付比例方面，首次置业 200 平方米以下户型均可享受首付 20%的政策，且能同时享受利率
优惠。另外内地市场客户普遍青睐中大户型，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即刻加速了大量中大户
型的去化速度。
金阳区异军突起 占据半壁江山
金阳新区、两城区供求两旺，金阳市场更是打破多年来以两城区为马首是瞻的局面，全面引
领市场，总成交达 318.27 万平方米，占据市场半壁江山。从各区域市场整体供求情况反映
数据显示，市场整体供不应求，例如小河和乌当市场呈现成交与供应严重倒挂的景象，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区域今年以消化过去的余货为主。
从区域成交均价反映的情况，各区域市场均价均较去年有了大幅的上升，各区域市场整体基
本占在 3500 元/平方米，两城区市场更是由此进入 4556 元/平方米的历史高位，但与 08 年
相比整体增幅不大，金阳新区与去年相比整体均价还呈现一定下滑。
市场份额高度集中 金源世纪城一盘独大
2009 年贵阳在售及预售项目 161 个，但 2009 年 1-11 月销售前 20 位项目占领市场份额高达

73.7%（成交金额占 66.9%），其中贵阳世纪城单盘销售 237 万平方米，占到市场总体份额的
37.7%，其销量排行位居全国首位。发展商方面世纪金源集团、中天城投集团、贵州宏利城
集团、贵州保利、中铁五建占据销量五强。对于中小开发商企业来说，市场高度集中，部分
区域开发商更是彻底的走入窘境，中小开发商企业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未来生活日渐
艰难，这将进一步加速中小企业的出局。
整体销售率高企 高端洋房和别墅产品严重紧缺
通过对远大生态风景、保利云山国际、观山湖 1 号、中天世纪新城、中天花园 3 期、兴隆珠
江湾畔、保利温泉新城、金阳新世界、世纪城、金龙国际花园、金元国际新城、山水黔城、
大兴星城 2 期、贝地.卢加诺、恒大绿洲、金世旗帝景传说等 16 个重点项目供给量与成交量
的监测，上述项目占据贵阳市场 70%以上的成交份额。120-140 平方米、140-160 平方米依
然是市场主流，在整体供销方面均有所上升，整体呈现供销两旺的局面。
同时 81-100 平方米户型市场份额正快速增长，但其去化率接近 85%，再次显示在刚性需求
消费为支撑现行市场里， 小户型的生命力，对于市场的促进作用。
除高层物业供应量较大，剩余货量较高之外，各类型物业整体供求两旺，高端洋房和别墅类
产品呈现严重稀缺，近年低密度住宅用地批出较少，这将进一步加剧此类高端物业的供应紧
缺，而今后仍然将出现大量的高层物业，但随着政府相应加大对建筑规范的要求，以往通过
空间赠送以增强高层物业卖点方式逐渐遇到困阻，这也为未来高层物业的竞争埋下伏笔。
经过三季度“井喷”式的增长后，贵阳市销售率达到过 90%，市场消化产品能力相对较强，
部分面积区间产品有脱销的可能性；以市场上整体销量看来，市场上明显货量不足，供求严
重失衡。
商用物业成交量上升 成交价格显著回落
2009 年全市最为火热的商业类物业不多，仅有鸿通城 A-MALL、绿地联盛国，写字楼类项
目供应也相对较少，市场竞争依然集中在住宅类物业，但顺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市场对于商业和写字楼物业需求正日渐提高，商业物业从供需两方面都有其发展的
必然空间。
2009 年 1-11 月商业用房整体成交 25.36 万平方米，总成交金额 26.42 亿元，成交均价 10418
万/平方米，2008 年同期成交面积 6.6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8.84 亿元，成交均价 13404 万/
平方米。
2009 年 1-11 月办公物业整体成交 17.35 万平方米，
总成交金额 8.23 亿元，成交均价 4744
万/平方米，2008 年同期成交面积 3.8 万平方米，成交金额 3.8 亿元，成交均价 6132 万/平方
米。
投资性物业均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虽然成交均价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
结构性的供求所造成的价格回落，并非是价格主动回调所致。首先今年大量商业和写字楼物
业均集中在金阳新区等新兴市场，由于作为新兴区域人气商气或显不足，使得商业物业的整
体价格水平较低，部分写字楼更是开出 3500 元/平方米，接近住宅均价的方式销售。其次是
产品供应所造成的差异，今年的商铺主要是以内街商业和商业里铺为主，与往年动则 2、3
万的临街商铺相比整体单价较低。同时一些打着 SOHO 公寓旗号的办公物业，均以贴近普
通住宅的价格销售，真正作为办公写字楼销售的项目全市仅有 3 个。
另外目前贵阳商业运营模式过于单一，而在传统商业定位模式上，所谓的商业概念无一例外
都在提出海纳百川的商业 MALL 形式，主力店百货+大超市+电影院+大餐饮。项目开发仍以
地产思维为主导，项目后期的运营存在隐忧。

2010 年房地产市场预测

随着房价的上涨刚性需求的锐减，和政策对于二套房购买的控制，成交量继续增长缺少支撑。
但与此同时未来土地供应和住宅供应预期都将有所下降，房价上涨趋势明显，预计 2010 年
贵阳中心城区房价将破万元大关，贵阳低房价时代或将终结。
上半年政策基调维稳 年中或见政策拐点
2009 年 12 月初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 2010 年房地产政策定调为维稳，预示在 2010
年上半年政策风险较低，于房地产行业发展有利。政策调控主要将从打击投资性需求方向着
手，特别是二套房贷等政策将会进一步的收紧。但不排除由于房价过快上涨，重新出台严厉
新政，2010 年下半年政策风险增大。
根据 2008 年贵阳市政府规划，贵阳计划新增供应土地 915.8 万平方米，旧城改造及用地性
质调整用地 633.2 万平方米，总供应面积 1549.0 万平方米，根据 08、09 年 1-11 月土地出让
结果，先累计出让用地达 763.7 万平方米（备注：09 年数据不含小河区）
，未来三年土地储
备量仅剩余 700 万平方米，按照每年 300 万平方米的需求量，由于供求结构的偏离土地供不
应求，地价将出现进一步的上浮。
而从供求趋势来看，近年市场供求的重点主要围绕两城和金阳，政府对于乌当、花溪等地的
土地供应相对较少，随着花溪二道、水东路等城市干道的竣工通车，这些区域市场将成为新
一轮的竞争热点。
住宅供应同比减少 房价将上升至新台阶
根据 2008-2012 年城市住房建设计划，08-12 年商品房住房累计供应为 1942 万平方米，08、
09 两年累计供应量逾 900 万平方米，剩余 1000 万平方米将余下三年，年均供应量不足 350
万平方米，至 07 年开始贵阳商品住宅年供应量就均在 350 万平方米以上，而 07-09 三年累
计平均成交面积 400 万平方米，未来整体供应趋势将减少。
随着房价的上涨刚性需求的锐减，和政策对于二套房购买的控制，成交量增长缺少显性支撑，
另一方面明年下半年政策风险加大，明年市场整体成交会有所的回调，由于宏观经济面出现
明显回暖增速的势头，因此明年成交下滑则不易出现 08 年的惨状，但仍然要做好成交高位
回落的准备，预计明年整体成交会在 400-500 万平方米（以月均成交 35 万平方米/月）
。
2010 年中心城区房价破万元大关，部分区域市场开始迈过 4000，2009 年末中心城区一些占
据优质核心地段的项目还是蓄势待发，均价已基本瞄向 800 元/平方米，中心城区房价过万
只是时间问题，冲破万元单价的号角或将由保利国际广场率先发起；随着中低档单价货源快
速去化，房价的整体抬升，在中心城区高房价的扩散效应的带动下，周边各城区的房价将进
一步迈入新台阶，例如乌当、小河、花溪市场整体均价或将完全占到 4000 的高位，贵阳低
房价时代由此终结。
外来大型房企加速进入 本土中小企业空间受挤占
2010 年贵阳市场竞争焦点依然是金阳，根据目前在售项目的统计，2010 年金阳市场潜在供
应量预计在 300 万平方米，主要以世纪城、中天·会展城、中铁·逸都国际、金阳新世界等
大盘为主。
近年一级市场供应主要以高密度地块为主，这预示着未来高层物业将继续成为市场的竞争主
力，但随着政府加大对建筑规范限制，高层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加剧。而低密度产品供应严重
不足，尤其高端低密度的产品存在较大的市场空白点，预计 2010 年将是豪宅产品销售的绝
佳时期。
商业项目开发将成为 2010 年重头戏，2009 年大量商业或商业综合类用地推出，随着城市经
济的发展，贵阳市场对于商业和写字楼物业需求正日渐提高，商业物业从供需两方面都有其
发展的必然空间。而从明年的市场格局来看，随着金阳区新近售出的住房入住率的提升，金
阳将掀起一轮商业物业的竞争浪潮。

2010 年大型房企将继续统领市场，主要开发商推货几乎占到整体供应量的 80%以上，尤其
是竞争激烈的金阳区。近年随着保利、新世界、恒大、世纪金源等全国知名开发商的进入，
贵阳原有的市场格局发生着巨大的转变，贵阳本土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缩小，诸如产
品设计、建筑规划、销售推广、装修设计等相关行业，也必将融入到行业洗牌的进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