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价政策的相关问题研究
房地产行业的行政性调控政策本质上都是为落实“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供给端的限价、限商到需求端的限购、
限贷等，每类政策出台的目的都在于维持房地产市场的长治久安。
行政性调控政策的出台对于维持房地产行业的正常秩序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会给市场、企业等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
响。其中，限购、限贷的政策组合在国际范围内也具有普适性，并且
具有较高的接受度，而限价政策属于较新型的调控政策，这类政策出
台的目的是什么，在执行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是否存在退出的
可能？如果退出，可采用什么方式退出等等？带着种种疑问，本文将
重点对供给端限价政策进行分析，包括目前各城市限价政策出台的逻
辑和特点、限价政策出台后所产生的影响、限价政策取消后将对市场
造成的冲击、未来限价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建议等等，为大家了解限价
政策提供资料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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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价政策频繁出台，城市覆盖广泛
1.1“房住非炒”，分类调控政策基调不变
整体来看，2016 年至 2017 年房地产行业出现了火热行情的同时，
也迎来了政策调控周期，无论政策的深度、广度还是政策的执行力度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多数城市呈现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商的五限格局。无论供
给端的限价、限商，还是需求端的限购、限贷、限售政策，归根到底
都是在“房住非炒”的主基调下，针对不同需求，分类调控，致力于
打压投资性需求，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2017 年 12 月，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王蒙徽部长提出
2018 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方向：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
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更加强调对于
住房需求的合理保障。这次会议本质上强调了 2018 年政策调控的主
旋律：打压投资性需求，与以往政策的逻辑一脉相承。2018 年 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明确了政
策调控的基调。
图表：部分城市五限政策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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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同城市限价政策同而有异
在供给端的行政性调控政策里面，限价政策属于前端控销，也是
压缩市场新房供给量最直接的方式。2016 年以来，超 50 城市出台了
细则不尽一致的限价政策，范围覆盖四个一线城市，多数二线城市和
部分三四线城市。
（1）限价政策的特点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本轮限价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各城市的限价政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根据城市特点和市场特性，
各城市因城施策，不同城市限价的具体细则不尽一致。
各城市的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共通性：一是政策为商
品房价格设定一定范围，预售证价格不超过一定红线，价格红线的设
定方式主要是参考周边在售项目均价，或项目前期成交均价又或是周
边二手房成交均价，而价格设定时并未直接将项目体量纳入考虑范围；
二是实行一房一价；三是在项目取得预售证之后，要在一定时间内将
可售房源悉数公开。
各城市内部的政策具有区域性或者说是区位性。多数城市并未在
政策城市范围内实行一刀切的价格划定，多数城市内部各板块的限价
幅度不同，部分板块可能会受到限价政策的影响，而部分板块（通常
是城市边缘区域，郊区等）所受影响甚微。

图表:部分城市商品房限价政策盘点
序号

城市

政策要点
项目报价不得高于周边在售项目价格及本项目前期成交价格，实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

1

北京

申报价格，取得预售证的，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北京新房预售
价“红线”放松

2

上海

3

广州

执行严格的预售价格管制，并加大低价自住房类产品的供应
限价房的最高销售价格，原则上按地块出让时同一区域、同一地段的同类型商品住宅
市场价格 70%的标准制定
1、首次申请预售项目，申请均价不能明显高于周边同类户型在售均价；

4

深圳

2、对于分期开发、再次申请预售证的项目，此次申报均价，不能高于前一期实际销售
价格。售价超过备案价格者，停止网签并责令企业整改
预售价格申报，将按照楼面地价+建安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申报。预售、现售价格，

5

成都

不得明显高于周边和前期成交价格。不得以提高装修标准、提高设施设备档次的方式
变相加价
商品房实际销售价格原则上不得高于备案价格，同一项目下一批次备案预售价格原则

6

福州

上不得高于上一批次同类型房屋销售价格的 10%。同一批次房源应当在批准商品房预售
许可后 15 天内一次性全部公示销售价格，并公开对外销售

7

杭州

控制预售证发放、限制一手房备案价、限网签

8

济南

销售均价高于开发成本 20%以上的住宅项目严格审查，限制办理商品预售证
由房管部门相关部门制订区域住宅销售指导价格，根据指导价格确定房屋最高售价

9

南昌

（均价）；采取价格熔断的，价格依据同区域 2016 年 10 月商品住宅价格水平进行合
理测算

10

南京

11

宁波

12

青岛

13

厦门

14

石家
庄

15

天津

16

长沙

17

郑州

住宅配套产权车位和储藏室实行价格备案
新建商品住房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备案价格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整
改期间暂停其网上签约
新房开盘价不得高于去年最高价，并且，不得捆绑装修和车位费用，变相提高房价
对报价明显高于项目前期成交价格和周边在售项目价格，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书或暂
停网签资格
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实行“一套一标”、“一房一价”，并在销售
场所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实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申报价格
2016 年 10 月有销售的，申报单价不得高于该项目当时的分面积段销售均价。首次开盘
的，申报单价不得高于同质可比项目 2016 年 10 月的销售均价
郑州市新备案预售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原则上不高于 2016 年 10 月周边新建商品住房价
格水平
备案价格不可明显高于周边同品质、同类型在售商品住房价格，60 日内不予受理上调

18

保定

备案价格的申请。对双限双竞取得土地的房地产项目，市价格按照限定的房价或竞地
的房价进行价格备案。销售过程中严禁调整备案价格
房地产企业应当按备案价格售房，对擅自涨价超过备案价格的项目，依法查处并暂停

19

沧州

20

东莞

实际售价不得高于备案价，2 个月之内不得调整备案价格

21

佛山

各区划定新建商品房价格备案标准，超过备案价格的不备案、不发证、不销售

商品房网签资格

22

23

赣州

秦皇
岛

严格参照周边同类项目或本项目前期价格，指导企业理性定价。对不接受政府价格指
导项目，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对房价涨幅较快的项目，暂停其网上签约或合同备案
全部房源价格须向价格部门进行一次性价格备案（一房一价），备案后 10 天内一次性
公开全部房源，严格按照备案价格进行销售。正在进行销售的项目，也要完成备案后
方可继续销售。60 日内不予受理上调备案价格申请

24

徐州

申报价不得高于同期周边地块同类产品住宅价格，备案后 3 个月内不得涨价

25

镇江

在商品房网上销售系统中，将市价格主管部门备案的单套房源价格设定为最高限价

26

白沙

27

海口

28

常州

29

承德

承德市 2017 年新批商品房的预售价格不得高于去年同期价格

30

芜湖

非首次销售项目半年涨幅不超过 5%

31

无锡

32

南宁

33

珠海

34

惠州

严格按“一房一价”进行价格备案，对超出备案价格、擅自提价的，采取责令限期整
改、暂停网签、停发后期预售许可等措施。
严格执行“一房一价”的价格管控体系，加强价格备案管理
已完成备案的合同注销房源公示期间不得重新备案。公示期满后一年内，重新备案的
价格不得高于上次合同备案价格

商品住房价格备案后 1 年内不得调高；除房款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其他单位。个人
不得向购房者收取电商费、团购费、居间服务费、信息咨询费等其他任何费用
一房一价
新建商品房实行价格备案制，价格增幅不得高于参考基准价格的 3%。需要调整价格
的，重新备案的间隔期应在 6 个月以上
正常楼盘备案价不超过 1.1-1.2 万/平米，高价盘不超过 1.5 万/平米
首次销售的项目成交均价参考周边同类型、同品质楼盘;非首次销售的项目，成交均价

35

开封

原则上不得高于 2017 年 4 月以前的成交均价。原则上半年内涨幅不得高于 5%，一年内
涨幅不得高于 10%

36

南通

37

扬州

38

西安

实际售价不得高于备案价格，同一批次分批销售不得提高销售价格（2017.01）
市物价局要加强商品住房价格成本核算，严格商品住房价格备案制度，下一批次备案
价格不得高于上一批次同类型住房成交均价
楼盘价格有对比数据的，要求申报预售价格比上月的网签备案价不超过 2%的增长幅
度；新开盘没有对比价格的，申报预售价毛坯房不超过 9000 元/平米，精装房不超过
10500 元/平米

39

苏州

实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申报价格，同一批次分批销售不得提高销售价格
已经开盘销售的项目未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随意调整价格或取消优惠幅度；未开

40

温州

盘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合理定价，对报价明显高于周边在售项目价格和本项目前期
成交价格且不接受指导的商品住房项目，暂不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现售备案）证书

41

泉州

预售价格超过属地 2016 年 10 月均价 30%及以上不予办理预售许可
加强对三环区域及浑南区全域(不含沈抚新区)内在售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监控指导。

42

沈阳

对该区域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均价涨幅超过 10%或单栋楼备案
均价超过 10000 元/平米的在售项目中未售房源，实行商品住房价格指导

43

德州

44

泰州

中心城区、各县（市、区）各月新建商品住房均价不得超过 2017 年 7 月商品住房均价
新开发项目因开发成本增加，确需要调整销售价格的，应重新申报，且距上次申报备
案时间间隔不少于三个月，上调幅度不得超过上次申报均价的 2%

严格落实商品房销售价格申报制度，严格执行明码标价、一房一价制度，督促房地产

45

贵阳

46

滁州

47

六安

重新备案间隔时间不少于 3 个月，上涨幅度不得高于上次备案价格的 5%

48

蚌埠

暂停办理 5800 元/平米以上售许可楼盘预审批

49

合肥

50

岳阳

51

芜湖

开发企业合理定价
建立市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指导机制，积极引导开发企业根据开发建设成本、合理利
润等因素科学合理定价，价格备案后 6 个月内不得调整

备案价格 6 个月内不得上调，再次申报备案价格上调幅度不得大于 1%，不得高于同区
域、同品质、同类型住宅项目的最高备案价格
备案价格应一房一价、一套一标，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销收售价格应为备案价
格。开发商新房预售价过高将拒发预售证价格备案后，半年内不许调高
要求已备案的商品住房价格自办理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得上调，超过 3 个月
再次申报备案价格的，上调幅度不得超过 1%
严格按照备案价格网签备案，销售价格超过备案价格的不予网签，降价销售幅度不得

52

三亚

超过备案价格的 20%，备案价格原则上保持一年的稳定期，一年内不得调整；商品房预
售价格经市发展改革委审核备案后，企业须持备案文件 30 日内到市住建局申请预售许
可，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预售许可的，一年内不再受理其预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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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
港

同宗地一次性办理申报备案均价，网签销售价格不得超过申报备案价格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2 限价政策出台后的影响
行政性政策出台的初衷都在于更好的服务市场，更好的维护市场
秩序，政策本身无对错，但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利弊共生。
2.1 限价政策的利好
每个行业的发展，除了靠市场无形的手推动外，政府有形的手的
作用也难以忽视。限价政策出台的本质就是政府给予市场更多干
预，为项目制定一定的指导价，抑制房价的非理性上涨。观其出台
后的效果，其对于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稳定房价预期，核心区域项目畅销。对于限价的项目（政
府给予指导价），开发商参照着政府指导价出售，一则稳定了购房者
对于房价的预期，抑制了市场的大起大落；二则在核心区域的限价范

围内，开发商的新项目定价权受限，项目在定价上突破限价的可能性
不高，所以部分热点新项目一经推出便引发抢购热潮，推一个项目火
一个项目。
图表：2018 年城市核心板块典型限价项目去化情况
城市

项目名称

开盘时间

保利樾广场

8月

复地宴南都

9月

武夷名仕园

8月

同济融创玫瑰公馆

3月

信达泰禾上海院子

4月

万科海上传奇

4月

南京

上海

去化情况
均价 24450 元/平米，吸引了 5428 组客户摇号，中签率
5.8%
均价 34000 元/平米左右，2055 组购房人摇 464 套房，
中签率 22.6%
据了解有 6300 组左右客户报名，预计中签率仅 1.14%
860 组认筹客户抢 266 套房
376 套房源，认筹 611 组客户，价格 82827-128941 元/
平米，开盘当日就全部售罄
日光盘
437 套单价约 8.5 万元/平米、面积约 90 到 130 平米、

中粮前滩海景壹号

4月

总价约 700 到 1300 万元的单位引来 3127 组客户认筹参
与摇号，近 8 倍认筹

北京

翠湖天地隽荟

4月

泰禾大城小院

5月

大厂早安北京

3月

有 385 组认筹客户抢 118 套房，中标率 31%
2018 年以来，两次开盘整体去化率超过 95%，两期 800
多套房源目前已经售罄。
从 3 月 20 日晚间开始了连夜排队，21 日早上 8 点开盘
推出 300 套房源，排队人超过了 600 人。”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第二、提供标尺，提高投资标准。限价政策变相为开发商提供了
投资标尺，没有限价存在的情况下，开发商在投资上更加大胆，投资
标准可能较低，存在盲目抢地、推高地价的情况，资源的利用率不高。
在限价存在的情况下，开发商在进行投资测算时会将限价因素考虑在
内，或将使企业在投资上更加谨慎，更多的寻找安全边际，设定更高
的投资标准（包括设定更高的静态收益率等）等，这样有利于维护土
地市场的正常秩序，降低催生地王的可能性。
图表：典型房企 2018H2 投资策略
企业名称

投资策略

碧桂园

全年拿地支出从 4000 亿元下调至 3000 亿元

中国恒大

发挥已有土地储备效益，土储大概每年降 5%

保利发展

拿地金额/销售金额为 54%，较去年下降 35 个百分点

融创中国

多看少动的策略，提高拿地标准（IRR 提高）

中海地产

采取审慎、谨慎的态度，宁愿错失一些机会，也不投错几块地

新城控股

下半年拿地节奏较上半年会略有控制，动态看市场，随时调整策略

绿城中国

下半年的风险防控型为主，专注于销售和利润

世茂房地产

上半年完成十几块地的抄底，下半年更希望先卖楼、先回款

阳光城

下半年将更加谨慎拿地

旭辉控股

把握行业大周期，逆周期拿地，寻找更大的安全防护垫

融信中国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着急去拿项目

远洋集团

集团内部把控严格，实行“368”快周转原则

中国奥园

根据现金回笼的 50%左右，作为买地的标准

龙光地产

拿地按销售额 50%预算，有效控制负债率

合景泰富

只拿优质城市的土地

越秀地产

考虑土地储备比较充足，足够未来 3-5 年发展，未来在投资决策上将贯彻谨慎投资策略，
提高投资标准

时代中国

购地将与销售情况、现金回笼等相挂钩

佳兆业

市场资金比较紧张，调低今年买地目标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第三、促进行业集中，利好政府管控。限价政策锁定了开发商的
定价空间，由于项目前期土地成本既定，并且工程建安成本相对刚性，
因此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在融资环境日益严峻的环境下，实
力不佳的房企将可能会加速退出，这样更利于行业集中度的快速提升
及及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利于政府的集中管控。
图表：2015-2018.9 行业集中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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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为保证行业的顺畅发展，政府适时出台行政性政策进行调控必不
可少。限价政策作为地产行业内直接调控供给的政策，对于房地产价

格的非理性上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购房者而言，限价政策
稳定购房者的预期，保障了行业及社会的稳定；对于开发商而言，限
价政策为开发商提供投资标尺，有助于改善投资策略；对于政府而言，
限价政策加速房企优胜劣汰，利于政府管控。
2.2 限价政策的负面影响
限价政策对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但作为调控供给的
最直接方式，其对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包括对新房
库存体系，土地市场成交的影响等等。
2.2.1 一二手房价格倒挂，衍生房屋寻租套利现象
目前很多出台限价政策的城市内，市场对于限价政策的反映并不
充分，同城商品房价格也出现明显分化，多数核心城市核心板块出现
一二手房价倒挂情况，核心板块部分热点新房一入市便面临被抢购的
局面。
从一线城市内各区域项目成交均价来看，2018 年 8 月一线城市中
心城区的新房价格普遍低于二手房价格，差价最高为北京西城的
69843 元/平米。
图表：一线城市核心区域 2018 年 8 月一二手房成交均价（元/平
米）
城市

上海

区域

新房成交均价

二手房成交均价

新房与二手房价差

徐汇

84648

88272

-3624

静安

90355

101525

-11170

虹口

83516

58734

24782

朝阳

65726

72126

-6400

海淀

60318

85001

-24683

北京

广州

西城

41863

111706

-69843

越秀

41900

50290

-8390

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从去化情况来看，一线城市核心区域项目去化更快，限价项目形
成众人争抢、一房难求的局面，其中南京保利樾广场销售均价 24450
元/平米，2018 年 8 月开盘便吸引了 5428 组客户摇号，中签率仅 5.8%。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在于：一般来讲，限价项目由于被圈定了价
格上限，相较二手房价格较低，与二手房价格形成倒挂。再加上限价
项目供应量有限，而居民又倾向于购买价格相对较低的新房（部分居
民具有投资心理，抢到即是赚到），由此形成抢购的局面。这也是为
什么自杭州实行摇号购房措施之后，人们纷纷参与到摇号购房的队伍
中来的原因。
除了个人抢房套利外，以企业之名抢房以期套利的案例不在少数，
房价的上涨与投机炒房者的助推不无关系，投资者凭各类优势挤占了
原本可满足刚需购房者需求房屋数量指标。因此 2018 年 6 月，西安、
长沙、杭州相继出台暂停企业购买住房的政策，压缩企业和个人通过
一二手房价倒挂获利的空间。
在限价政策的调控下，新房与二手房价存在倒挂现象，房地产投
机者在新房与二手房之间存在套利的空间和可能，即使耗费巨大精力
才能抢到房屋也乐此不彼，因为只要抢到就能从中获得可观收益，由
此衍生了排队摇号抢房的闹剧。同时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另一方面的问
题：房屋投资投机者购买房屋的价格降低了（拥有巨大的套利空间）
，
而一些真正的刚需购房者利益会在此过程中受损，然而这于市场发展
和稳定购房者情绪均无利好。

2.2.2 限价政策挤压利润，或将不利于高品质建筑的推广
限价政策对于市场的冲击最先来源于对房地产企业的冲击，限价
政策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锁定。2016 年和 2017 年市场出现了大波高
价土地，对于这部分土地而言，限价政策的存在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而叠加当前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企业的资金面承受一定的压力。企业
为了解决资金的难题，除了节流（拿地谨慎）外，加快周转成为当前
企业的标准打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能会为了节省资金成本，快
速实现资金回流而放松对项目质量的把控，原先要采用高品质绿色环
保建材的可能也会用普通材料代替，这样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
不利于绿色环保等特色高品质地产的推广与发展，这于房地产市场的
发展也并无任何助益。
限价政策是从供给端调控的行政性政策，其在调整市场秩序上发
挥了一定作用，但尝试采用市场有形的手将市场拉回正常状态可能难
以发挥长久作用，限价政策发挥作用的同时可能会衍生更多的其他问
题，包括市场本身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等等，因此行政性的政策可能
需要不断的查漏补缺，新政作用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便另觅新政，最
终可能也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
2.2.3 限价政策导致信息失真，影响市场各利益相关者正确判断
限价政策是行政性调控政策的一种，短期内虽然能起到稳定房价
的作用，但同时限价政策也作为政府“看的见的手”干预了正常的市
场行为，对商品房市场化定价机制、交易量信息的正常获取等等均带
来较大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各市的限价摇号楼盘普遍遭到消费
者的哄抢，开盘即售罄的新闻屡见不鲜，此外还有土地市场“面粉比
面包贵”的地块持续增多。我们认为在限价政策下的房地产市场传递

出的交易量和价格信号是失真的，而这两者的信息恰恰是开发商销售、
投资战略制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重要信息来
源，所以在限价政策下市场各利益相关者难以对市场真实情况作出正
确的判断。这将直接影响开发商的战略规划、政府调控政策的制定以
及消费者购房的安排。
3 限价政策调整的影响和建议
3.1 限价政策调整的影响
既然限价政策的存在会衍生众多问题，那么限价政策放开后是否
会使市场回归正常秩序？我们认为限价政策放开后，短期内将对新房
市场和土地市场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但在中长期内，单一放开限价
政策的作用也相对有限。
（1）短期刺激部分需求入场，供给量在一段时间内恢复正常水平
自 2017 年，限价城市的商品房成交量惨淡，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
已出现明显的自我调整（这些城市内限价政策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已明
显递减）。如果限价政策放开，市场将会体现出更加真实的向上的价
格水平，这将会有两个结果：其一，供给量增加。地价高企，限价政
策的存在抑制了房地产企业供给的意愿，房价无法覆盖地价的情况下，
开发商通常会采取暂不出售的一致性行动，限价放松后，开发企业对
于供给的意愿将有所提高，市场的供给量将会有所增加，市场上的供
给量将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到正常水平。
其二，短期刺激部分需求入场。限价放松后，开发企业在销售条
件上或会有所放松，如部分项目不再需要全款支付等，短期会刺激一
部分需求入场，但是若是需求端限购限贷条件保持原状的情况下，这
部分刺激带来的需求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2）短期刺激土地市场成交
地价高，开发企业有货难出，售价预期的不稳定导致开发企业对
于投资态度趋淡，限价城市土地热度减弱。限价政策放松后，开发企
业提高供给的意愿增强，或将对土地市场的成交带来正向反馈效应。
（3）中期难以形成供给过剩的局面
中期来看，限价政策如果放开，直接考验的是现有的价差体系，
限价城市核心区域房价会由于售价管制的放开而呈现出明显的上行
态势。按目前重点城市的限购限贷政策来看，需求受到的影响至少能
实现的效果是“不能有持续的需求放量”，因此在限购限贷的政策组
合下，重点城市新房的量价不具有持续上涨的基础。当然，重点城市
未来的供给弹性也非常小，新建商品住宅很难形成中期供给过剩的局
面。短期供给的过剩也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影响，但目前看短期供给
相对过剩的市场也比较难形成，去化周期拉长超过 18 个月至少需要
一年以上的时间。
总体来看，短期内，限价政策的放开对新房成交量价有一定刺激
作用，但中期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再加之原有限购限贷的抑制作用，市
场或将会进入到平稳周期。重点城市的限购限贷最基本的政策组合可
能会长期化，至少在长效机制建立起来之前，限购限贷最基本的政策
组合或将很难退出。
（4）一二房市场投资联动，相互影响
政策调控下，包括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认房又认贷，大部分购
房者的购房需求来源于房屋置换，即卖掉一套旧房再买一套新房。整
体来看，重点城市的房屋成交量下行趋势明显，二手房成交量明显占
据主导地位，一些城市的二手房的成交量甚至是一手房成交量的 2 倍
有余，虽然如此，二手房总体成交量同样保持下滑态势。
图表：北京一二手房成交量走势（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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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亿翰智库

重点城市的存量房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不能单纯的根据新房市场
情况来判断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及走势，还需关注一二手房之间的动
态联动效应。倘若限价放开，二手房的成交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当二手房市场情况恶劣到一定程度时，将反向影响新房市场的走
势。
限价政策放开并不意味着市场将一发不可收拾，政策通常组合出
现，限价政策只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一环，其他政策未有松动时，仅
有限价政策的松动也仅仅能在短期内刺激房地产市场成交，中长期而
言，市场没有进一步向上的动力。所以对于限价政策的作用不应过分
乐观，特别是在重点城市，一二手房之间的联动效应日益明显，大部
分的购房需求都产生于房屋置换，通过卖掉一套房再购买一套新房，
影响市场成交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购房能力，即限贷政策，重点城市
认房又认贷把众多潜在购房者拒之门外，因此单单的限价政策放松或
将不能实现需求的长期有效释放。
3.2 限价政策调整的建议
限价政策本身并无对错，目前在一些城市内限价政策的作用已不
明显（部分城市内市场自身已经在进行价格调整），所以我们认为在

当前时点，限价政策可以尝试进行调整，如循序渐进的退出，但是限
价政策单一的退出或许并不能实现稳定市场秩序的作用，限价政策可
以与其他政策相互协调，共同保障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行政性的政策更多的是利用政府有形的手维护市场的秩序，当前
市场更多的处于行政性政策的调控下，限价政策是其中最直接影响供
给量的政策，这意味着市场很大程度上无法决定新房价格，并且行政
性政策的作用相对短期，不利于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放开限价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利好：第一，企业的项目自主定价
权更大，利润空间相对合理，有助于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企业
微观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并避免市场供给的急速缩减，维护市场的
正常发展秩序；第二，可有效降低“双合同”现象出现的概率，让房
价的呈现更加市场化，同时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度，契合国家供给侧
改革精神，提高市场调配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助推实现“少国家、多
市场”的自由市场机制等。
因此，我们建议循序渐进适度放开限价政策，考虑到非城市核心
区域本身受限价政策影响较小，可以首先放宽非城市核心区域的限价
政策，这些区域往往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条件相对核心区域有明显差距，
即使没有限价，定价较高的项目市场也难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