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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购房人在确定买房预算后，率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是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此前，受楼市供应结构影响，北京
楼市低总价新房供应量持续低位运行，
手持 500 万-600 万元的预算，
购房人在新房市场选择并不多。近期，
大批限竞房集
中入市，限房价、竞地价政策出台前出让的部分地块也即将入市销售，其中不乏低总价、高品质的中小户型产品。500 万600 万元的预算，
除了城区的老旧二手房，
在目前的市场上能买到什么样的新房？购房人又该如何选择？

500 万

”

城区老旧二手房成交价集中在 500 万-600 万元 低总价难觅普通商品房

在北京能买到什么房？

500 万 城区老旧二手房主流成交价格
2018 年上半年，北京新房新增供应降至历史低位，
大量置业需求涌向二手房市场。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
统 计 ，2018 年 上 半 年 北 京 全 市 二 手 住 宅 网 签 总 量 为
76640 套，环比 2017 年下半年增长 57.6%，同比 2017 年
上半年下降 10.9%，在半年走势上结束了 2017 年的两连
降，走出了半年不足 50000 套的低谷。
在成交户型结构上，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统
计 ，2018 年 上 半 年 ，北 京 二 手 住 宅 交 易 中 一 居 室 占
21.9%，两居室占 55.7%，三居室的占比为 20.9%，两居室
仍是交易的绝对主力，占比超过五成。根据链家网给出
的 5 月北京二手房参考均价 62459 元/平方米，80 平方米

左 右 的 两 居 ，总 价 区 间 基 本 在 500 万 元 。 不 过 ，这 个 总
价，如果在城区，选择的局限性很大。
近几年，
朝阳、
海淀、
丰台仍旧是北京二手房成交
“大户”
。
三区的成交量占比位于全市前列。在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最大
的朝阳区，
500万-600万元的二手房，
成为市场的主力军。
《广厦时代》在东四环周边的二手房中介调查发现，
总价在 500 万元左右的两居室是成交周期较短的一类房
源，但大多落成年代较久。以位于四惠东的兴隆家园为
例，5 月底成交的一套 90 平方米西南朝向的两居，2005
年入住的房源，成交总价 510 万元，成交周期仅一个月。
而在类似区域，想要买次新的二手房，购房成本就要高

出不少。距兴隆家园不远的天鹅湾小区，
物业管理等方面在
同时期的小区中并不算出色，
但入住时间晚，
小区整体规划品
质相比兴隆家园要高出不少，
而价格也相差甚远。以天鹅湾
的主力户型 87 平方米两居为例，
单价就可以到 90000 元/平
方米以上，
总价已经进入800万元的区间范围内。
思 源 地 产 市 场 发 展 部 副 总 经 理 郭 毅 表 示 ，500 万 600 万元的二手房基本要么位置远、要么面积小，户型规
划不合理。如果是次新房，面积相对比较合理，位置又
比较好，有一定品质的，总价在这个区间的房源很少，要
想具备这些条件基本都要在 800 万-1000 万元这个区间
了，五六百万元对应的基本是老旧二手房。

限竞房大都符合预算 普通新房选择少
500 万-600 万元，这个预算在二手房市场虽然有不少
选择，但可选房源类型却比较单一，而退回到新房市场呢？
这个预算能够买到什么样的新房？
在限竞房开闸前，北京新房市场满足这个区间段的房
源十分有限。由于此前限竞房政策尚未最终落地，北京新
房市场供应长期低位运行。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统
计，其中 5 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房）的新增供应
量更是刷新了十年来的历史最低纪录，
仅为 368 套，
仅次于
可追溯到的 2005 年 2 月的 316 套。在这样的整体市场供
应情况下，曾经低总价房源集中的几个板块，都已经难觅
500 万元这一价格段的新房。
以过去两年有集中供应的门头沟为例，由于单价的攀

升和区域供应结构的变化，500 万元这个价格段的新房，在
门头沟现在已经成了稀缺产品。
《广厦时代》了解到，
目前门
头沟在售的几个项目都以大户型为主，总价区间段已经攀
升至 700 万元以上。
由于供应量少，
少数几个符合这个预算的项目，
一入市
就受到了购房人的关注。近期，位于昌平南邵站附近的纯
新盘招商都会中心首次开盘，
虽然地块不受价格、面积的限
制，但项目仍选择以 88 平方米的三居作为主打户型。500
万元的总价，
在近期北京的纯商品房中并不多见，
全明通透
户型，整体空间布局合理，有明确的动线设计，相比老旧二
手房，
如今的新房户型设计上的优势极为明显，
对于购房人
家庭结构的变化也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除该项目之外，
同位于昌平的领秀慧谷、
公园悦府，
位于
石景山的中海寰宇天下，
顺义的中海国际城等项目，
近期都有
产品在售，
如果只想买普通商品房的购房人，
可以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正在集中入市的限竞房是手握 500 万元左
右预算的购房人，入手新房的主要选择。从目前出让的限
竞房地块看，
除了西城、海淀、丰台少数几个内城地块外，
其
他土地都有 500 万元这个区间的房源供应。此前首次开盘
即售罄的瀛海府，
即满足这一价格条件。
《广厦时代》统计发现，
目前已经确定案名的 25 个限竞
房中，共有 15 个单价在 45000 元/平方米以上，除西城、海
淀、丰台三个价格较高的项目为，
大部分都可以提供 500 万
元这一区间段的房源，
其中多个项目都将在近期陆续入市。

限竞房变现周期长 价格仍有大优势
手握这个预算，购买新房，限竞房和普通商品房该如何
选择？
有业内人士指出，
在一些热点区域，
限竞房的价格优势是
十分明显的。像限竞房首轮开盘的瀛海府，
其所在的区域内
纯新商品房项目价格基本都在 65000 元/平方米以上，相较
52449元/平方米的销售均价，
瀛海府在价格上有很大优势。
而在近几年新兴的高端住宅聚集区孙河，
瑞悦府等限竞
房不到7万元的均价也极具优势。而且，
在这些高端住宅的聚
集区，
如果不选择限竞房，
也几乎没有中小户型可以选择，
限竞

房可以说给了刚需购房者进入这些热点区域一个机会。
不过，购房人购买限竞房，仍然有很多账要提前算清。
根据北京市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强限房价项目销售管理的通
知》，
即使不被转成共有产权房，
限竞房应取得分户不动产登
记证书或契税完税凭证后满 5 年方可上市交易，这个周期对
于很多购房家庭，
必须要在购房前考虑清楚。
郭毅指出，在限购时代，购房人在购房时必须考虑到家
庭的成长性。目前的政策对限竞房这种房源的流通周期锁
定，至少要在 8 年。如果说购房者觉得自己在未来的 8 年当

中收入能够有比较大的提高，家庭的结构有可能会改变，比
如说要生孩子，
或者要生二胎，
或者将来父母可能年龄大了，
需要接到身边来照顾的话，
那考虑到未来家庭人口的变化会
需要更大面积的住房，
同时随着自己收入的提升需要卖旧买
新的话，
那最好还是选择普通商品房。
反之，
如果购房人认为自己的家庭结构很稳定，
收入也很稳
定，
对目前限竞房主流提供的90平方米左右的小三居、
140平方
米左右的小四居产品感觉比较满意，
未来8年到10年可能并不
想换房，
那限竞房就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好的选择。

北京部分 500 万左右一套的在售项目
和悦华锦
地址：大兴亦庄博兴八路与兴海一街交叉口西
南侧
户型：
90 平方米三居、
130 平方米四居
价格：
均价 52695 元/平方米
大兴区可谓是限竞房最为集中的区域，亦庄、旧
宫、瀛海、黄村……多个近几年置业的大热板块均有
待入市的限竞房。区域内已经定下案名的项目大多
都分布在南五环外，和悦华锦、万和斐丽、瀛海府、首
开保利熙悦林语、首创远洋禧瑞天著……品牌开发
商几乎在这儿聚齐了，在价格和地段已经限定好的
命题作文中做文章。
此前，瀛海府的开盘售罄给足了区域开发商信
心，未入市的几个项目也都汇集了购房人很高的关
注度。其中，由保利、首开、金地三大开发商联手打
造的和悦华锦的动向就一直备受关注。
在地段上，和悦华锦位于亦庄河西板块，西北侧
3 公里即是南城开发商最爱提及的南海子公园，
同时
项目南侧、西侧也都有规划公园分布。在商业配套
上，和悦华锦可以享受到亦庄现有的各类成熟商业

华润理想国
配套，同仁医院南院距项目 3.5 公里，医疗配套方面
也不需要担心。此外，项目周边有两块待建设体育
用地，预计未来还会引入较高水平的体育配套。在
购房人最关心的教育配套上，和悦华锦与 12 年制的
人大附中一街之隔，周边还有亦庄实验中学、实验小
学、幼儿园等完善教育配套。
外部硬件是所有项目共有的，在项目自身条件
上，和悦华锦拥有目前这几个项目中最低的容积率
1.8，在居住舒适度上有一定优势。在户型设计上，
和悦华锦同时配置了限竞房最爱的 90 平方米三居
及 130 平方米四居。
90 平方米三居户型南北通透、格局方正，
明厨明
卫，布局合理。户型配置了南向客厅、独立书房，居
住舒适度较高。不过，受面积限制，卫生间面积略显
局促。而 130 平方米的四居户型则功能更为齐全，
客厅面宽可达 4.3 米，
可以满足全家庭生活需要。
按照出让的限价，和悦华锦 90 平方米三居户
型总价在 474 万元左右，而 130 平方米四居总价为
685 万元左右，购房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购房预算进
行选择。

瑞悦府
地址：
朝阳黄康路北侧孙河地铁站西 500 米
户型：
90 平方米三居、
叠拼
价格：
67516 元/平方米
在众多限竞房中，
朝阳区的项目算是稀缺品，
而又都分布在小户型十分
稀缺的孙河板块。孙河可谓是近几年高端住宅最为集中的板块，区域此前
的供应基本以别墅和大面积洋房为主，限竞房给了购房人以较低总价入住
孙河的机会。
目前孙河分布的三个限竞房项目分别是中粮、天恒、旭辉联手的瑞悦
府、远洋首创联手的禧瑞春秋和泰禾北京院子二期。从目前项目对外释放
的信息看，禧瑞春秋户型待定，北京院子二期主要以大户型为主，而瑞悦府
就成了目前孙河板块唯一的小户型产品。
孙河的别墅之路始于龙湖的双珑原著和泰禾的北京院子，
对于纯刚需来
说，
孙河的配套可能并不方便，
除了地铁15号线的孙河站外，
孙河内的配套普
遍定位高端，
国际学校、
国际医院、
高尔夫球场、
马术训练场、
美术馆、
博物馆等
等。不过，
后期孙河还有大型的商业地块待建，
预计届时会为区域人群提供一
些普通商业配套。在生态环境上，
孙河具备独特优势，
区域全部是低密度住
宅，
同时规划了大量绿地，
别的不提，
各个高端别墅项目的园林就足以养眼。
据了解，
瑞悦府主要分为洋房和叠拼两种产品，
洋房主力户型就是项目
主推的 90 平方米三居，而叠拼总价会在 2000 万元以上。项目推出的 90 平
方米三居南北通透，南向面宽约 7.45 米，户型做到了全明，但受限于面积各
功能分区略有局促，卧室面积偏小。依据项目限价 67516 元/平方米计算，
90 平方米三居户型总价约为 600 万左右，在限竞房价格中偏高，但与孙河
其他高端住宅比，
性价比较高。目前项目还在蓄客阶段，
如果排卡需要进行
验资审核，
据了解意向购房人目前已远超房源数量。

地址：昌平北七家镇立汤路与北清路交叉点
向东 800 米北清路南侧
户型：
90-120 平方米三居，
140 平方米四居
价格：
49520 元/平方米
目前北京楼市有大量项目集中供应的板块
中，
北七家的存量肯定位居前列。限竞房、共有产
权房、普通商品房在北七家均有分布，
尤其是共有
产权房和限竞房，
未来将会在北七家同场竞技。
目前北七家的限竞房地块分别有三个，华润
理想国、和悦华玺及北辰金隅限竞房地块。由于
案名确定得早，
对外早有宣传，
华润理想国已经汇
聚了大量有意在京北置业的购房人。
北七家的几个项目之间距离很近，
可享受的区
域配套基本一致。在交通方面，
主要依靠北清路和
立汤路出行，轨道交通主要是地铁 5 号线，这些线
路目前交通压力都比较大，
虽然交通方便，
但拥堵
在所难免。在商业配套方面，
目前北七家基本无成
规模的商业配套，
主要依靠向南的天通苑板块。
未来该区域万科翡翠公园将配建 8 万平方米

招商都会中心
地址：
昌平南邵地铁站 A 口西南 600 米
户型：
88 平方米三居
价格：
480 万元/套起
与其他总价在 500 万元左右的项目不同，招商都会中心是
纯粹的商品房项目，
不受 5 年限售及限价影响。
招商都会中心位于昌平南邵板块，相比昌平其他热门板
块，南邵在地理位置上距城区更远，但地铁昌平线大大拉近了
南邵与市区的距离。此前南邵板块推出的项目，销售情况都
不错。即将售罄的泰禾·昌平拾景园，销售也一度领跑整个昌
平区域。
除了地铁之外，通过京藏高速、京新高速、京承高速到达
南邵也都很方便。南邵的商业配套近几年丰富起来，金隅万
科购物中心大幅提高了南邵商业配套的档次和氛围。在医疗
和教育方面，南邵板块略有欠缺，但据了解未来会有 12 年一
贯制的名校引入南邵，改变区域的教育配套水平。在生态环
境上，项目紧靠北京最大城市公园——白浮泉湿地公园，蟒山
国家森林公园、还有东沙河、孟祖河等自然资源环绕，生态环
境优越。
招商都会中心目前在售的主要是 2 号楼和 4 号楼，在售户
型为 88 平方米三居，总价约 450 万元。该户型空间方正，做到
了全明通透，采光良好。整体空间布局合理，能够保证动静分
离和居室通风。客厅、卧室、卫生间和厨房等主要功能空间都
能满足居住基本需求，是刚需人群首次置业比较适宜的户型
选择。

的商业综合体，同时昌平还将有多个新的商业综
合体投入建设和使用。在自身内部配套上，华润
理想国将自建 3400 平方米公立幼儿园，
园区内还
规划了针对业主的康养中心，满足多代同堂的全
家庭结构需求。同时，项目内部还会有儿童主题
乐园、植物园、运动场等各项配套，让业主可以享
受理想生活。
在户型设计上，
华润理想国主推三种户型，
90
平 方 米 三 居、120 平 方 米 三 居 及 140 平 方 米 四
居。90 平方米三居户型与限竞房主流户型区别
不大，依然是在有限的面积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功
能空间，而 120 平方米的三居户型则主要照顾到
了居住舒适度，
三室两厅两卫的设计，
方便全家庭
结构的家庭居住，
南向双主卧，
提升居住的舒适度
与实用性。
按照项目 49520 元/平方米的限价，90 平方
米三居户型总价约为 450 万，120 平方米的三居
户型总价约为 600 万元，购房人可以根据自己的
预算选择。据了解，
项目将会在近期开盘，
并一次
性推出全部房源。

翡翠西湖
地址：
丰台区泉湖西路与山湖路交会处（青龙湖公园东门）
户型：
95 平方米三居
价格：
400 万元/套起
翡翠西湖位于丰台区王佐镇，紧邻西六环，项目西侧为青龙湖，水
景资源，是一个 4A 级旅游景区。项目占地 23.03 万平方米，建设用地
23.03 万平方米，
容积率 1.08，
总计容建面 25 万平方米，
其中 13.75 万平
方米普通商品住宅，容积率 1.1，7.98 万平方米商业公建，2.92 万平方米
养老用地，0.3 万平方米基础教育用地。销售均价不超过 41230 元/平
方米，最高销售单价不超过 43292 元/平方米；主推合院及洋房两种产
品，洋房户型建筑面积约 95 平方米，户型动静干湿分离，功能布局上清
晰完整，
能满足所需。户型方正紧凑，
干湿区分明，
空间利用率高，
浪费
空间少。占地面积：
125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7500 平方米，
规划 98
栋，洋房 22 栋，合院 76 栋，预计 2021 年 12 月 30 日交房。翡翠西湖是
由国开东方携手万科，
以万科翡翠系的高端产品品质，
青龙湖山水画镜
的地域特征，
塑造的湖畔生态别墅区。
翡翠西湖内设立万科成长中心，
包含项目规划建设 3600 平方米幼
儿园、万科营地教育中心。不出社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人文环境，
通过体验式学习，
为孩子提供专业的教育产品。
项目周边的教育资源包括，
人大附中，
多次荣登美国马里兰大学研
究所的中国高中排行榜首位，北京高考成绩排名首位，
“北京市高中示
范校”
“全国劳技教育先进校”
“全国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
。
青龙湖学校已成为丰台学区名片 ，青龙湖学校小学到高中 12 年
贯通培养。
文/门庭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