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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涨幅连续 6个月回落 

    3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7 年 3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

格统计数据，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上继续呈下降态势。

数据显示，2017 年 3 月份 15 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

幅全部回落、6个城市环比下降。70 个城市中，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18个城市环比下降或涨幅回落，其他城市环比涨幅略

升。初步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续 6个月回落，3月份

比 2月份回落 3.4 个百分点。 

    15 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全部回落、6个城市

环比下降。3月份是房地产传统销售旺季，但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

调控政策作用下，15 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继续

回落，环比总体平稳。从同比看，3月份 1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均

比上月回落，回落幅度在 0.2 至 6.0 个百分点之间。从环比看，6个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比上月下降，降幅在 0.1 至 0.7 个百分点之间；6个城市涨幅在

0.5%以内。据了解，在北京调控新政实施后，3月 18-31 日，北京市新建商品

住宅日均成交套数减少，二手住宅日均购房资格申请量下降，住宅交易三方合

同成交笔数锐减。 

   70 个城市中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18个城市

环比下降或涨幅回落，其他城市环比涨幅略升。从同比看，3月份 70个城市

中有 24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比上月回落，比 2月份增加 4个，回落

城市中 18个为一二线城市。初步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连续 6个月回落，3月份比 2月份回落 3.4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同比涨幅连续 4个月回落，3月份比 2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略有扩大，3月份比 2月份扩大 0.4 个百分点。从

环比看，70 个城市中有 8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上月下降，10 个城市涨

幅回落，其他城市涨幅略升。 

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继续显现。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增至 38 个，为 2011 年 9月

个别城市再次出现价格同比下降以来，下降城市数量最多的月份。值得注意的

是，在同比下降城市增加的同时，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

尽管环比上涨幅度均在 0.2%以内，未改变全国房价整体下行的趋势，但也说

明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键阶段。今后仍需继续

坚持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放松、不动摇，只有这样，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才

能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显

现，但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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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 

2017 年 4 月 19 日 

上证综指 恒生指数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日经 225 道琼斯工业指数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富时 100 德国 DAX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全球债市】 

各国国债收益率 2017 年 4 月 19 日 

US10YT US2YT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US10US2 JP10YT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DE10YT DE2YT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US2DE2 US10DE10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IT10DE10 GB10YT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CN10YT CN10US10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资料来源：Thomson Reuters 南华研究 

 

       

【南华指数】 

 2017 年 4 月 19 日 

 南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 南华能源化工指数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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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工业品指数 南华农产品指数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南华金属指数 南华贵金属指数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资料来源：WIND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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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营业部 
慈溪市浒山街道开发大道 1277 号香格大厦 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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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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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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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931-8805310 
 
大连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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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期货大厦第 34 层 3401、3410 号 
电话：0411-39048000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 号 2幢 B803、B805 室 
电话：010-63155309 
 
 
北京营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 2幢 B801、B802、B608、B609
室 
电话：010-63161286 

哈尔滨营业部 
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山路 93 号 201、801、804、811 室 
电话：0451-58896600 
 
郑州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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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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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2-80798985 

 
沈阳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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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4-2256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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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镜湖区伟星时代金融中心 1003、1004、1005 室 
电话：0553-3880211 
 
重庆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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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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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663-266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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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3-80703000 
 
舟山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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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80-8125381 
 
苏州营业部 
苏州工业园区苏惠路 88 号环球财富广场 1幢 2909 室 
电话：0512-87660825 
 

南通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 89 号总部大厦六层 603、604 室 
电话：0513-89011168 
 
厦门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96 号之二 2104-2107 室 

电话：0592-2120366 

 
齐齐哈尔营业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迈特广场 15 层 1号、2号 
电话：0452-5883883 
 
南昌营业部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中央广场 B 区准甲办公室 1405 室（第 14
层） 
电话：0791-83828829 
 
义乌营业部 
浙江省义乌市宾王路 208 号 2 楼 
电话：0574-85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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