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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买家回归新加坡 新私宅销量强劲反弹
今年 7 月，新加坡新房销售量出现了强劲的反
弹。尽管政府在下半月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社区管控措
施，发展商仍在当月售出了 1589 套私人住宅，与 6 月
份 872 套的销量相比提升了 82.2%。这是自 2021 年 1
月售出 1633 套房产以来，单月所达成的最高销量水
平。
包括执行共管公寓（EC）在内的新房销量环比
上涨了 81.3%，从上月的 962 套增加到了 1,744 套。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的销售调查结果显示，与
前一年同期相比，新房销量（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提升了 46.7%。
在 2021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0 日期间，新加
坡政府重新进入疫情防控第二阶段（“提高戒备”阶
段）并进一步收紧了安全管理措施，试图打破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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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集群感染病例之间的传播链。售楼处的看房人数
和访客数量都被缩减了。
更为严格的措施似乎并没有对市场情绪产生明
显的抑制作用。与前几轮限制政策相比，当前安全管
理措施的影响较为温和。发展商和销售代理人都学会
了利用销售技术来达成交易，借助社交媒体工具与客
户保持联系，进而“克服困难”。
上个月，随着大批买家重返私人住宅市场， 许
多项目的销售都有所回升。出于因房价过高而被挤出
市场的担忧， 有些人正急于购买物业。整体价格似乎
已经触底，而某些项目的发展商也提高了其中档住宅
单元的价格。此外，随着新加坡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
步开放各大行业的计划持续推进，新加坡经济已做好
迎接稳步复苏的准备。
Artist Impression of Normanton Park

在卖家方面，发展商同样热衷于推出新住宅单
元，并打算在 2021 年 8 月 8 日开始的农历七月到来
之前达成更多交易 。上个月，新上市销售（不包括执
行 共 管 公 寓 ） 的 住 宅 单 元 数 量 增 长 了 27% ， 达 到
1,104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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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大众市场上的高价公寓销售量急剧
上升。新加坡市区重建局 Realis 房地产数据显
示，7 月份，中央区以外（OCR）价格不低于
150 万新元的非有地私人住宅（已剔除执行共管
公寓和超过一套的批量购买物业）共售出 397
套，创下历史新高，还打破了 2020 年 12 月份
的纪录（293 套）。其中有 141 套住宅的售价不
低于 200 万新元。
如此亮眼的销售成绩表明，有更多的买家
愿意为位置优越或具有良好产品属性的大众市场
公寓支付溢价。
就每平方英尺售价而言，中央区以外
（OCR）有 829 套非有地住宅以超过 1,500 新元
的均价售出，而当月有 9 套房产以超过 2,000 新
元的均价成交。
上个月还有价格较高的城市郊区住宅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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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在其他中央区（RCR），有 195 套非有
地住宅以 2,000 新元以上的均价售出。其中有
45 套房产的均价达到了 2500 新元或以上。这
些房产来自多个不同的项目，如安珀园（Amber
Park）、One Pearl Bank、瑞雅嘉苑
（Rivière）、One Meyer、美雅豪苑（Meyer
Mansion）、Nyon 和 Sky Everton。

上个月，Pasir Ris 8、鑫悦府（Normanton
Park）、Midwood、 盛港嘉园（Sengkang Grand
Residences ） 、 翠 宁 苑 （ Ki Residences at
Brookvale）、锦泰门第（Parc Clematis）和聚宝
园（Treasure At Tampines）等项目都对新房销量
起到了一定的提振作用。上个月，由于人们对郊区
私人住宅存在强劲的需求，中央区以外（OCR）贡
献了大部分的新房销售量（不包括执行共管公
寓），占比高达 63.7%。此外还有 27.6%和 8.7%的
销量分别来自其他中央区（RCR）及核心中央区
（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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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意将组屋升级为较高端住宅的新加
坡公民及其他置业者来说，目前的住房供应，尤
其是郊区的住房供应依然不足。此外，由于政府
采取降温措施后土地销售几乎完全陷入了停滞状
态，新加坡的发展商还缺乏土地储备。
随着发展商持续削减未售库存，他们对土
地的需求将有所提升。我们可能会发现土地拍卖
和政府卖地计划的投标活动变得更为活跃。今年
下半年，市场上的乐观情绪和持续下降的住房供
应可能会推高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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