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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北京住房租赁市场量跌价稳
随着春节租赁旺季的退去，4 月北京住房租赁市场交易
量有一定下降，但租金价格保持稳定。 有业内专家表示，北京
住房租赁市场由春节租赁旺季向暑期旺季过渡，成交量随着
毕业生开始逐步考虑租房而有所上升。

4 月租房成交量下降

据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
院统计数 据 显 示 ， 今 年 4
月 ，北 京 全 市 通 过 我 爱 我 家
（普租）及我爱我家旗下相寓
（长租公寓） 达成的住宅租赁
交 易 总 量 环 比 3月 下 降 了
19.3%，同比 2017年 4月增长
了 16.1%。
据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
究院院长胡景晖介绍说，根据
过往的市场规律，3月是春节

后外地人员返京的高峰期，租
赁需求旺盛，北京住房租赁市
场成交量会迎来一年的首个
旺季高峰。而后，随着 3月租
赁需求的集中解决，北京住
房租赁市场成交量会在 4月
有所回落。从 2017年到今年
4月北京住房租赁市场交易
量的月度走势来看，这一传统
的淡旺季变化规律仍在运行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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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居户型受市场青睐

据我爱我家集团统计数据显
示，从户型结构上看，今年 4月北
京住房租赁市场交易中，一居室
的交易占比为 32.6%，环比 3月
增加 2个百分点；两居室交易占
比为 51.7%，环比 3月减少 1.6个
百分点；三居及以上户型交易占
比为 15.7%，环比 3月减少 0.4个

4 月租金价格稳定

来自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
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4月
北京住房租赁市场月租金均价
为 4564元 / 套，环比 3月增
加 59元 / 套 ， 增 长 幅 度 为
1.3%，波动幅度较小，走势平
稳。而与 2017年 4月相比，
4564元 / 套的月租金同比上
涨 4%，就年涨幅而言也属于
较小的涨幅。
从 2017年至今的北京住
房租赁市场月租金价格走势来
看，2017年 12月到今年 2月
北京租金价格走势较为平稳，
租金甚至低于 2017年同期。进
入今年 3月旺季后，在市场需
求集中释放的影响下，北京住

房租赁市场租金价格环比、同
比都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 4
月北京住房租赁市场需求下
降，导致成交量下降，租金价格
也稳定了下来。
胡景晖表示，“今年 4月通
过我爱我家达成的普租交易
的月租金均价环比上涨了
3.4%，同比上涨了 9.83%。而
通过我爱我家旗下相寓达成
的长租公寓交易的租金均价
环比仅微升 0.8%，同比则只
上涨了 2.7%，幅度远小于普
通租赁。由此可见，当前市场
上普租的价格上涨更多，而由
机构主导的长租公寓则拉低
了市场价格。”

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院
长胡景晖分析认为，从 2017年
到今年，北京住房租赁市场整体
表现较为稳定，市场交易量、租金
价格都明显随着淡旺季的变化而
起落。虽然去年年底因特殊事件
带来的需求激增有短时的量价上
浮，但市场很快又重新回到了淡
季应有的平稳走势之中，直到 3

世界中国秉承建设可持续发展
社区的愿景，坚持贯彻国家的城
市发展方针。此次研讨会旨在与
权威专家学者及业界精英聚首
一堂，就目前中国内地城市更新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配合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等话题进行探
讨，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更
多新思路。
（武新）

控不放松，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
分别扩大 0.4和 0.6个百分点。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
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比
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武新）

西山艺境半山公园兑现美好生活
北京晨报讯 近日，西山艺
境半山公园举办了首次媒体见
面会暨真人“ 吃鸡”大赛。金地
集团华北区域市场营销总监马
丹女士、金地集团华北区域西

租赁市场由春季旺季向暑期旺
季过渡的时期，保持稳定是市场
的大趋势。因此，无论北京住房
租赁市场成交量涨跌，5月租金
价格波动幅度都会很小，交易量
则大概率会随着毕业生开始逐
步考虑租房而有所上升。”胡景
晖说。
北京晨报记者 武新

北京首个企业
全自持租赁项目面世

4 月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扩大
北京晨报讯 昨天，国家统
计局发布了 2018年 4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统计数据。4月，各地继续
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分类调

月节后租赁旺季的到来才又重新
上升。无论是去年年底的短时波
动，还是今年春季旺季带来的量
价波动，都说明北京住房租赁市
场仍是一个以市场供需关系为主
要驱动力的市场，市场供需的变
化很快便能体现在交易量、交易
价格之上。
“4月、5月历来是北京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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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国“当人文与智慧相汇”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京举办
新世界中国地
产有限公司主办的“当人文与智
慧相汇”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于 5
月 9日在北京启幕。新世界中国
董事兼行政总裁苏仲强表示，新

1.6个百分点；90后次之，占全部租
客的 27.8%，较 3月减少 0.7个百
分点；70后则以 16.3%的占比位居
第三，较 3月减少 1.4个百分点；其
他年龄段的租客占 13.2%，较 3月
增加 0.5个百分点。虽然今年 4月
各年龄段的占比变化幅度较前 3
个月略大，但整体结构仍然稳定。

北京将迎来暑期租房旺季

楼市
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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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的数据里，
北京住房租赁市场交易中，均是
两居室占比过半，一居室占比超
三成，三居及以上占 15%左右，整
体户型格局保持稳定，变化不大。
从年龄分布上看，今年 4月北
京的租客中 80后仍是主力人群，
占全部租客的 42.6%，较 3月增加

部片区营销总监李杨女士先后
致辞，介绍了这座半山公园的
打造和功能，还有金地和西山
艺境在构筑人情社区、打造社
区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努力。西

山艺境深耕五载，在一片未开
发的土地上筑成拥有千余户业
主的成熟墅区，墅区各项配套
设施亦逐步完善。
（武新）

翡翠书院试运营出租率超过 80%
北京晨报讯（记者 武新）

今年 5月中旬，北京首个全
自持租赁项目——
—万科翡翠
书院正式启动租赁运营试
水。据万科方面数据显示，
翡翠书院首推两幢楼共计
48套，实现意向满租，后续
又加推一幢，总计 72套房
源，截至 5月 13日，最终达
成首次 试 水 超 过 80%的 综
合出租率。
就在一个月前，翡翠书院
还因“十年租金 180万起”的
“天价租金”，而成为舆论热炒
的焦点。如今数据显示，该项
目出租率超过 80%，愿意为了
高品质生活而一次性支付十
年租金的家庭型长租客户确
实存在。
翡翠书院的首批租户，来
自经纬中国的董事总经理兼

投资人钱坤是这种新家庭租
房模式的拥护者，“ 市场需要
像翡翠书院这样拥有更稳定
租期、不同功能空间、更舒适
品质和更完善配套的产品。政
府通过大力支持租赁市场以
缓解住房压力的逻辑是很正
确的。期待未来政府可以和企
业共同推出更多、更好的面向
家庭的租赁产品，使得房屋可
以真正去除投资属性，大家可
以更加自由从容地选择安居
之所。”
企业全自持租赁地块，
是一次有益，但也是困难的
尝试。而敢“吃螃蟹”的北京
万科，选择了一条客户导向
的发展路径，从市场需求调
研中定向研发的翡翠书院，
是市场从来没有过的租赁
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