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盘名称 位置 开盘房源 销售均价（元/m2） 主力户型（m2）

首开杭州金茂府 申花 待定 待定 待定

拱墅区 复地壹中心 申花 商铺 55000 40~280

合景天銮【首开】 申花 14、15号楼 46000 139

绿都汀兰府【首开】 丁桥 待定 待定 待定

江干区 绿地华家池印 市中心 待定 待定 50~110

卓越蔚蓝领秀 丁桥华丰 二期3号楼 待定 90、118

滨江区 滨江金茂府 滨江 7号楼 47000~48000 140

荣安翡翠半岛【首开】 新城北 待定 待定 89~137

融创金成未来海 未来科技城 5、6号楼 22000 81~89

东海闲湖城 闲林 排屋 待定 200~250

华夏四季 未来科技城 高层、洋房 待定 待定

余杭区 西房余杭公馆【首开】 老余杭 1号楼 待定 85~139

栢悦中心【首开】 临平 待定 待定 89~160

国恒西溪公馆【首开】 老余杭 待定 待定 待定

杭钢紫元旭润和府 新城北 7号楼 11000 89、110

钱塘汇银中心【首开】 未来科技城 写字楼、商铺 待定 80~160

保亿绿城奥邸国际【首开】 钱江世纪城 待定 待定 待定

融创望海潮【首开】 萧山 待定 待定 89、125

萧山区 碧桂园天麓府 萧山 洋房 待定 121～132

融信江南学府 萧山 待定 待定 89~128、143~160

龙湖天钜 萧山 10号楼 32000 139

中天富春诚品 富阳 8、9号楼 16000 95、98、125

富阳区 和昌云栖玖著 富阳 小高层、排屋 待定 待定

绿城富春玫瑰园 富阳 中式合院 600万/套起 250、260、300

杭州桃李春风 青山湖 大户型别墅 700~1000万/套 160、190

易辰江南大院 其它 待定 待定 90~180

临安区 中天珺府 青山湖 花园洋房 待定 90、120

成龙官山邸 其它 排屋 13000~15000 220~280

玲珑天城 其它 排屋、独栋别墅 待定 180~300

数据来源钱江晚报购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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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环比下降
10月新房成交量或继续下滑

据统计，10 月份预计开盘的项目在 30

个左右，相比 9 月份近 50 个楼盘领出预售证

的情况相比，本月的供应量势必呈下降趋

势。而考虑到国庆假期给成交带来的影响，

10 月的新房成交量预计也将继续下滑，或迎

来“五连跌”。

在这有望开盘的 30 多个楼盘中，临安、

富阳新增的供应主要是排屋类产品，再除去

个别商业项目如钱塘汇银中心、复地壹中心

等，新增的住宅供应其实并不多。

10 月住宅总体供应量不大的情况下，一

些热门板块却供应量不少。如申花板块，如

今已新晋为豪宅板块，但楼盘并不少，基本上

每个月都有新增房源入市。位于申花板块的

合景·天銮本月有望迎来首开，再加上板块内

的首开杭州金茂府即将加推，势必将迎来一

轮新的竞争。

位于萧山建设一路沿线的融创·望海潮

项目也将迎来首开，而在该项目南侧不远处，

融信·江南学府、龙湖·天钜两个楼盘预计都

将在本月加推，作为今年项目竞争最激烈的

板块之一，该区域的供应量一直不是问题。

相比之下，有些热门板块却几乎断粮。

例如钱江新城，去年的几个主力销售楼盘如

今仅剩少量尾房在售，新盘却迟迟不上市。

奥体板块则是另一种情形，虽然每个月也有

楼盘领出预售证，但每次都是当天售罄，然后

又要长时间等待新的预售证领出。

断供多时的刚需板块
久旱逢甘露

购房宝数据显示，10 月份有望首次开盘

入市的楼盘中，有不少位于长时间未有新增

供应的板块。

今年以来，就连曾经的“刚需天堂”丁桥

板块也开始一房难求，主要原因是新房去化

迅速，而后续供应一时间没有跟上。今年出

让的地块，基本上都要在明年上半年才能入

市。因此，年底前该区域内唯一一个有望首

开的新盘就是郑州绿都开发的汀兰府。记者

了解到，如果预售证申领顺利，该盘将在本月

迎来首开。

与丁桥情况类似的还有老余杭板块。近

几年来，余杭区的土地供应量一直保持在高位，

但主要集中在未来科技城以及良渚两个板块，

而老余杭板块，已经很久没有新盘入市了，甚至

连加推的房源也并不多。本月，位于老余杭的

西房·余杭公馆预计将迎来首开，预计将推出1

号楼的房源，主力面积段在85~139m2，这将给

该板块带来全新的供应量。同时，另一个刚需

板块大江东板块也有望迎来新增供应，由滨江

集团操盘的滨江春盛·大江名筑售楼部近日刚

刚开放，项目主力户型为143m2~178m2，有望

在年内开盘入市。

临平板块继本月初金丽园领出162套房

源的预售证后，由安徽置地开发的栢悦中心

也有望在本月开盘。尽管临平板块陆续有新增

供应量，但考虑到在主城区房价高企后大量

刚需型购房者溢出至该板块，临平的购房需

求旺盛，这波新增供应也只能起到解渴作用。

最后一个季度
40多个新盘有望入市

钱报记者统计发现，包括 10 月在内，最

后一个季度，预计有40多个新盘有望首次开

盘入市。

这些预计入市的项目大部分是高价地

块，它们的产品、定价也受到整个市场的关注。

这些新盘中，主城区有 17 个，不乏凤起

潮鸣、信达滨江壹品、滨江定安府这样的豪宅

项目。但这些备受关注的项目能否真正在今

年入市，还是未知数。某业内人士透露：“其

实有几个楼盘已经具备销售的条件，但是预

售证申领比较严格，如果这方面不放宽，也许

一些楼盘要到明年才能开盘了。”他还表示，

因为限价的原因，个别楼盘不愿意以目前的

价格进行销售，索性就不去申领预售证了，因

此这样的楼盘就一直处于待售的状态。

余杭区第四季度有近20个新盘入市，主

要集中在未来科技城和良渚两个板块。届时

这两个板块或将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区域。这

些新盘里，还包括多个先后刷新板块楼面价

纪录的项目，因而这些楼盘的定价会不会同

样刷新板块纪录，值得关注。

多家房企
提前完成了全年指标

以往，第四季度房企会冲量，但记者了解

到，杭州不少房企都已经提前完成年初设定

的全年指标，对于四季度的冲刺，也相对没有

往年那么紧张。

滨江集团在前三季度就已经完成年初制

定的销售指标，还有多个项目更是超额完成

目标。

“有些项目进度快，像江南之星一季度就

已经把全年的销售指标给完成了，其他一些

项目在三季度前也超额完成全年指标。”滨江

集团营销经理沈洁说。

另一家本土房企天阳今年销售业绩也不

错，天阳地产副总石焱透露，截至目前，天阳

今年的销售指标已超额完成，这其中，贡献最

大的是位于申花板块的天阳·武林邸。这个

项目也将在年底之前迎来清盘。

越秀地产华东区域公司营销总监唐利飞

告诉记者，年初的时候他们定的年度指标是

50 亿，后续随着行情变化有所提高，即便如

此，他们还是提前完成了全年指标。截至目

前，越秀华东区域公司今年的销售额已经达

到75亿元。

由于指标提前完成，很多开发商第四季

度的卖房心态就是“慢慢卖”，甚至有些干脆

开始分批旅游度假。

十一黄金周期间，9 个楼盘领出预售证，1300 余套房源

入市，拉开了最后一个季度的楼市序幕。

记者统计，10月份杭州市区（含富阳、临安）将有30余个

楼盘为市场注入新增供应量，其中首次开盘的楼盘预计有10

个左右。

几个长时间未有新增供应量的板块，也将迎来新开楼盘，

可谓“久旱逢甘露”。

久旱的刚需板块，十月将迎甘露
四季度杭州十区预计有40多个新盘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