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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调研了解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

楼市与土地市场交易活动几近停止。多地政府、行业协会也采取

措施，暂停房地产行业相关聚集性活动。 

专家认为，疫情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阶段性冲击，长远看，不

会从根本上改变行业发展趋势。但值得关注的是，疫情引发的行

业波动容易对经济形成扰动，加剧楼市分化与差异性。此外，在

销售回款停滞以及面临债务集中兑付双重因素叠加影响下，部分

房企资金链存在断裂风险，存在金融风险隐患。 

对此我们认为，各地应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推进落实

因城施策，强化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针对因疫情可能引发的

“断供”现象，可调整相关群体按揭还款安排。同时，做好疫情

结束后部分城市因需求“井喷”导致楼市过热现象的应对。此外，

要加强监测，防范中小房企因资金流断裂形成局部性风险。 

针对疫情引起的房地产行业投资下滑，后期可加强政策引导

力度，结合行业高质量发展，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方

面形成行业投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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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专题报告之三： 

地方政府应强化疫情期间房地产调控主体责任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 

 

一、“停售”助力防疫  多地楼市与土地市场交易 

几近停滞 

随着疫情持续，多地政府、行业协会采取措施，暂停房地产

行业相关活动，不少地方采取延迟供地计划、项目供地暂缓开工、

售楼处及中介门店暂停营业、禁止举办大型营销活动等措施，避

免产生人群聚集以助力疫情防控。 

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介绍，为配合国家抗击疫情的

行动，中房协已下发房企暂停售楼处销售活动的倡议，要求行业

以“防控就是责任”为己任，服从各地各级政府安排和调配。 

据我们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北京、河南、湖南、重庆等 16

个省份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停售楼处销售活动，海南、广东、

辽宁、四川等省份同时还要求房产中介机构暂停举办集中宣传、

组织营销、现场看房等活动。此外，在未采取统一措施的省份，

约有 37 个城市单独提出暂停房地产线下销售以及项目发布会、答

谢会等各种形式的群体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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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今年各地春节假期房交会等营销活动几乎全部

取消。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近两年春节小长假当月，重点监

测的 30 个城市中，绝大部分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套数环比下降，而

与去年春节当月相比，今年降幅明显扩大。 

 
图表 1：春节假期当月重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智库、国家信息中心 

近期销售放缓将在一定程度上令房价承压。事实上，自去年

二季度以来，房价已处于回稳态势。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70 个大中

城市房价监测数据表明，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

个数由 2019 年 4月份的 2 个增加至 2019 年年底的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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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0 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下降、持平、上涨数量（单位：个）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智库、国家统计局 

据我们调研了解，当前全国商品房库存压力相对不大。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 2018 年初的 58468 万平

方米降至 2019 年底的 49821 万平方米。同期，商品住宅待售面积

由 30121 万平方米降至 22473 万平方米。 

业内人士认为，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各地在开放售楼处方面

会持谨慎态度，人们在此期间也将主动暂停购房活动，在疫情彻

底缓解前楼市交易难以恢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邹琳华表示，房地产交易一般是以现场考察为基础，实施“停售”

将严重影响近期楼市交易量。若在 3-6 个月内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疫情不会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全局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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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018 年以来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情况（单位：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智库、国家统计局 

在土地市场方面，上海、重庆、天津、四川、黑龙江、辽宁、

广州、武汉、石家庄、长沙、惠州等均已宣布暂停土地等各类公

共资源交易活动。市场机构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份重点监测的

100 个城市中，近半数有明确供地计划，武汉和苏州居住用地供应

规模较大，分别为 358 万平方米和 189 万平方米。 

按照土地招拍挂的平均周期，1 月份挂牌出让的土地将在 2

月份完成交易流程。大多省市是在 1 月底出台的新政策，例如，

长沙市自 1 月 31 日起，暂停土地出让、产权交易等各类项目交易。

相关措施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将从 2 月份开始显现。因此，今年一

季度甚至上半年，土地市场交易量明显下滑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房地产

市场后期走势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宏观政策应对以及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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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等，近期房地产月度、季度行情波动将明显加大，开发投资、

新开工、施工、竣工、土地购置等指标将明显下行，疫情结束后

可逐步恢复。 

 

二、关注疫情冲击下行业波动、楼市分化加剧等风险 

专家认为，疫情对房地产市场主要产生阶段性影响，但短期

冲击引发行业上下游波动，加剧楼市差异性与复杂性，也令部分

企业资金链承压，蕴含一定的行业风险隐患。 

（一）短期行业冲击较大，市场分化与差异性加剧 

首先，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销售受到明显抑制，并引发行业波动。

据研究机构建诚晟业预计，1-2月甚至一季度，全国房地产销售平

均降幅超过 30%。当前疫情较严重的区域基本覆盖了经济相对发达、

房地产市场活跃的省市，其中湖北、河南、湖南、江西、重庆、安

徽、浙江、广东、上海、北京十省市受影响尤大，这些省市合计商

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占全国比重均超过四成。销售停滞会影响

企业后期拿地与开工节奏，对上下游产业也会形成扰动。 

其次，我们调研了解到，疫情抑制了三四线城市春节返乡置

业需求，加剧了楼市分化与差异性。58 同城、安居客发布的《返

乡置业调查报告》显示，今年春节期间，52.7%的人本来有回乡置

业意向。近年来三四线城市返乡置业全年销售占比基本在 20%—

25%，而疫情爆发直接关闭了相关城市楼市春节“窗口期”，去库



 2020 年/第 1049 期    6 

存周期拉长。 

不仅如此，疫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住房消费行为，城

市管理水平与医疗资源等因素在置业地点选择上的权重会有所增

加。一些在疫情应对、城市治理、医疗服务中表现较好的城市楼

市将较早、较好地恢复。倪鹏飞认为，房地产市场未来变中趋稳

是大概率事件，但部分三四线城市会面临住房消费者流失而导致

的库存增加。 

（二）部分房企资金链承压埋风险隐患 

业内人士认为，疫情导致阶段性销售回款停滞，房企面临巨

大的现金流压力，尤其是中小企业，存在资金链断裂危险。 

中国指数研究院企业事业部总经理白彦军表示，2019 年下半

年以来房企融资渠道持续收紧，叠加本次疫情影响，很多民营企业

短期现金流会非常紧张。如果上半年甚至全年竣工和交付面积下

降，将为房企股价带来压力，有大量股权质押的企业也将面临挑战。 

另据我们调研了解，近年来一些房企举债融资维持运转已成行

业常态，民营房企资金平均成本超过 10%，有的甚至超过 15%。从

2019年开始，房企渐入债务偿还高峰期。平安证券报告显示，2020

年房企境内债券到期 5902亿元、海外发债到期 2136亿元、房地产

信托到期 6544 亿元，合计约 1.46 万亿元，较 2019 年实际到期值

增长 19.4%。其中 2月到期金额为 672亿，3月到期金额增至 1240

亿，后续呈逐月上升态势，7月到期达到年内峰值 149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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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租公寓等高现金周转行业面临生存危机 

疫情持续至今，长租公寓行业遭受冲击巨大。业内人士表示，

长租公寓是高现金周转行业，当前行业运行几近停滞，现金流普

遍承压：一是由于出租率大幅下滑收入锐减；二是部分租户因疫

情要求退租或免租；三是部分地区采取极端措施禁止租赁业务。 

某公寓品牌负责人表示，目前多地出台国企物业减免租政策，

但这一政策无法惠及分散式住房租赁企业。此外，如果企业单方

面承担租客解约退租的成本和责任，必致经营难以为继。 

在商业地产方面，短期内疫情抑制了实体商场人流和营业额，

对娱乐、餐饮和服饰业态商户的影响巨大，不少购物中心业主实

施了阶段性减免商户租金的措施。此外，全国写字楼租赁市场活

动最早可能于第二季度末恢复，未来租户和业主将更加关注灵活

办公、物业管理和办公场所卫生健康环境。 

（四）当前行业形势与非典时期可比性不强 

数据显示，尽管从 2003 年 4 月开始，楼市受非典疫情影响运

行也一度放缓，但当年全国房屋销售面积依旧增长 29%。业内人士

指出，2003 年 8 月，随着国务院 18 号文的发布，彼时楼市政策转

向放松，因此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

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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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002-2004 年单月房屋销售面积同比增速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智库、国家统计局 

而在本轮房地产调控大背景下，大多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历

了较长时间的稳步调整，各参与主体趋于理性。主要差异表现在

如下三方面： 

第一，行业发展方式方面，当前城市开发建设由单纯的增量

建设为主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第二，需求端

方面，2003 年房地产市场处于快速上升期，需求旺盛，而当前行

业经历了较长的上行周期，市场规模已盘整于高位，市场需求经

过此前几轮快速释放与消化，一些城市需求已经透支，甚至供需

形势逆转；第三，在企业端，非典时期行业刚开始成长，企业销

售规模小，财务状况普遍稳健，而当前行业集中度提升，企业多

采取高杠杆、高周转策略，资金回笼受限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 

 

三、强化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应对行业波动 

当前，确保房地产行业稳定运行就是服务经济大局。针对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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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对房地产行业产生的相关影响，各地宜坚持“房住不炒”的定

位，推进落实因城施策，强化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 

（一）保持调控政策定力，推进因城施策落实 

多位专家表示，应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调控定位，推进

落实因城施策，针对疫情引起的楼市区域差异性影响，地方政府

可在原则下灵活调整政策空间，但不可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 

此次疫情将因严重程度及持续周期不同而加剧国内房地产市

场的差异性。对此，倪鹏飞建议“因城施策”“因时施策”，适度

微调房地产的行政、土地、金融、财税政策，允许各地灵活掌握

二套房认定标准、首付比和首套房利率，适度鼓励自住需求、改

善性需求。针对因疫情可能引发的“断供”现象，可调整暂时失

去收入来源人群住房的按揭还款安排。 

此外，冯俊特别提示，目前市场活动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而压

抑。当前需求正处于累积状态，疫情结束部分城市会产生需求“井

喷”现象，而市场预期对于流动性高度敏感，疫情防控后期的货币

对冲政策将刺激市场信心。一旦两者相互作用，有可能引发部分城

市房价快速上涨。因此更要坚持“房住不炒”，落实地方政府调控

主体责任，科学发力稳定预期，做好楼市突发情况应对准备。 

（二）加强监测，防范部分房企资金链断裂诱发系统性风险 

专家表示，防风险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

疫情等外部突发性事件冲击下，应对不当容易导致行业风险加剧

或共振。 

据我们了解，2020 年房企债券偿还主要集中在第三季度，从

目前形势看，不少企业存在较大集中兑付压力。冯俊认为，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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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业而言，住房是长期消费品，疫情难以对其产生根本性影响，

但短期销售下挫及偿债规模上升双重影响下，需警惕部分中小型

房企面临的较高流动性风险。 

邹琳华表示，在严控各类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同时，

要加强监测，警惕中小房企因资金流断裂形成局部性风险。针对

疫情对经济、股市和楼市等带来的冲击，倪鹏飞认为，一方面，

要进行前瞻、及时、必要的政策对冲操作；另一方面，各种对冲

操作要相互配合，要把握力度，控制节奏，防止松紧过度导致风

险放大或者集中爆发。  

（三）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形成行业投资着力点 

2 月 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加大新

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针对疫情引起房地产行

业投资下滑，专家建议后期可加强政策引导力度，结合行业高质

量发展，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以及培育住房租赁市场等

方面形成行业投资着力点。 

倪鹏飞建议，后期政策应注重加快城市补短板、老城更新、

旧房改造以及健康性宜居环境建设。结合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城

市、小区和住房的短板和瓶颈，加快研究并制定相关规划和计划，

启动投资，研究并推出“老城更新、旧房改造”的土地、金融和

财税政策。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全国共

有老旧小区近 16 万个，估计综合改造投资额可达 4 万亿元。与棚

改不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周期较短，能通过补齐服务设施

“短板”有效带动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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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台政策支持房企参与抗击疫情、履行社会责任 

近期一些房企以捐款、采买物资、关闭旗下聚众型物业、沟通

国际援助渠道等多种方式参与抗击疫情。中房网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6日，全国 170家涉房企业累计捐款逾 22亿元，碧桂园、恒大、

万科等 6家企业捐赠额在 1亿元及以上。此外，华润置地、新城控

股等逾十家旗下拥有商业地产的房企，相继宣布商铺租金减免政

策；蛋壳等多家长租公寓品牌为武汉医护人员提供免费住宿等。 

专家表示，行业运行近乎中断，但仍然有许多企业主动捐赠、

减免租金，显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特殊时期，各地主管部

门可出台适当优惠政策，在信贷与税费上对相关企业有所支持。 

某长租公寓品牌负责人反映，疫情持续至今，企业外部环境

急剧恶化，不少长租公寓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她呼吁主管部门关

注长租公寓行业当前困境，认为特殊时期应建立房东、租户、租

赁企业三方的风险分担机制，才能渡过危机。 

全联房地产商会建议，推进政府各部门线上办公，适当延长业

务受理时间，适当优化开发报批报建等相关审批流程，缩短办理时

间。热点城市后期可加大土地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延长新供土地开

竣工时间的要求，灵活掌握裁定受疫情影响项目的交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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