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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三季度苏南城市房地产市场季报 

——住宅篇 

一、概览 

2015 年三季度，中央及地方利好政策持续出台，苏南房地产市场总体依旧延续二季度回

暖的态势，量增价涨的态势愈发明显。但城市分化现象也较为明显，南京、苏州市场尤为火热，

量价均涨幅明显；而无锡、常州、镇江则表现中规中矩，市场总体呈现平稳态势。 

从商品住宅市场来看，苏南五市1三季度共成交商品住宅 83234 套，同比上涨 38.76%，环

比上涨 6.03%；商品住宅成交面积 960.56 万 m
2，同比上涨 39.16%，环比上涨 4.23%。三季度

在政策环境趋于宽松的背景下，商品房成交量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均出现明显上涨，市场呈现

上行趋势。其中，南京成交面积环比涨幅近 40%，苏州成交面积涨幅也超过了 10%；受购房

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无锡、常州三季度成交量有所下滑。从成交价格来看，南京、苏州成交价

有明显上涨，而无锡、常州、镇江则基本保持平稳，市场表现不温不火。 

从二手住宅市场来看，营业税“五改二”政策、二套房认定放宽等政策继续发力，二手房

市场成交活跃。其中，南京市二手房成交量突破 25000 套，苏州市成交量小幅上涨继续稳步向

20000 大关迈进，无锡市二手房成交量小幅回落。 

二、商品住宅市场 

（一）商品住宅供应 

表 1  2015 年三季度苏南五市城市商品住宅供应量2
 

分类 城市 套数 面积（万 m
2
） 预售套数环比 

第一方阵 

南京 31573 323.74 45.17% 

苏州 20220 230.15  -5.46% 

无锡 10250 113.76 8.37% 

合计 62043 667.65  17.97% 

第二方阵 

常州 5809 73.74 -31.44% 

镇江 8489 - 51.75% 

合计 14298  - 1.64% 

  总计 76341  - 14.52% 

                                                                    
1
 本文苏南五市主要指五市的市区范围，其中南京市区不包括新改区的高淳和溧水；苏州市区包括姑苏区、吴中区、相城区、

工业园区（吴江区未纳入统计范围），无锡市区包括崇安区、南长区、北塘区、新区、滨湖区、锡山区、惠山区，常州市区包
括钟楼区、天宁区、戚墅堰区、新北区、武进区；镇江市区包括京口区、润州区、丹徒区和新区。 
2
 南京住宅供应量统计包括高淳和溧水，其余四市均为市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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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苏南五市商品住宅供应量总体保持平稳，局部小幅上升。五市商品住宅总计供应

套数 76341 套，环比增长 14.52%；第一方阵城市供应面积 667.65 万 m
2，同比增长 1.45%，环

比增长 14.96%。考虑到南京市区范围的扩大，与前几季度统计口径不尽一致，预计住宅供应

量环比增量不到 5%，城市推盘速度有所放缓。从区域来看，第一方阵城市推盘增量好于第二

方阵城市，但第二方镇江市三季度推盘量明显提高。 

第一方阵城市中，南京市商品住宅供应套数 31573 套，环比上涨 45.17%；供应面积 351.74

万 m
2，同比大涨 104.66%，环比上涨 37.31%。南京市住宅供应套数明显上涨一方面由于统计

口径上增加了高淳和溧水的统计量，另一方面江北、江宁市场表现异军突起，让开发商加快推

盘进度。苏州商品住宅供应套数 20220 套，同比上涨 6.44%，环比下跌 2.46%；供应面积 230.15

万 m
2，同比上涨 2.92%，环比下跌 9.50%，在二季度快速推盘的基础上三季度有所放缓，且苏

州二季度以来房价上涨迅速，众多开发商开始捂盘涨价；无锡商品住宅供应套数 10250 套，同

比下跌 27.86%，环比上涨 8.37%；供应面积 113.76 万 m
2，同比下跌 30.35%，环比上涨 15.04%。

三季度无锡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量有所提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住宅供应量明显下滑，主要为了

加速去化，缓解库存压力。 

第二方阵城市中，常州商品住宅供应套数 5809 套，同比下跌 58.47%，环比下跌 31.44%；

供应面积 73.74 万 m
2，同比下跌 55.09%，环比下跌 24.09%。常州市作为库存积压严重的城市，

三季度推盘速度明显放缓，且小户型刚需房源有所提升，对加速去化有明显的作用。镇江供应

套数 8489 套，同比上涨 6.30%，环比上涨 52.98%。镇江三季度住宅供应量明显提升，主要由

于上半年推盘明显压缩，三季度开始发力，但是库存继续增加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商品住宅供应房源开发商情况来看，苏南五市三季度知名房企推地的份额明显上升，大

盘依旧强势出击，且外来开发商进入比例继续增加，地方市场呈现多元化开发模式，提升整体

房地产质量和档次。房地产开发即赚钱的黄金时代确实在远去，白银时代已然到来，谨慎乐观、

积极应对不失为良策。 

苏南五市近期商品住宅供应走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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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南五市 2013 年一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商品住宅供应面积（单位：万 m

2）3
 

（二）商品住宅成交 

三季度共成交商品住宅 83234 套，同比大涨 38.76%，环比上涨 6.03%；成交面积 960.56

万 m
2，同比大涨 39.16%，环比上涨 4.23%。市场成交量依旧以住宅为主。 

表 2  2015 年三季度苏南五市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 

分类 城市 套数 面积（万 m
2） 

成交面积环

比 

住宅面积占

比 

第一方阵 

南京 32066 351.74 37.31% 94.60% 

苏州 27087 323.86 11.59% 91.12% 

无锡 12324 147.02 -18.79% 87.02% 

合计 71477 822.62 13.08% 91.79% 

第二方阵 

常州 7291 82.96 -43.80% 77.92% 

镇江 4466
4
 54.98 18.24% - 

合计 11757 137.94 -28.94% - 

 
总计 83234 960.56 4.23% - 

从区域来看，第一方阵城市成交量明显高于第二方阵城市。具体来看，第一方阵城市中南

京市年内首次超越苏州拔得头筹，成交量达到 32066 套，同比上涨 100.41%，环比上涨 41.68%；

成交面积 351.74 万 m
2，同比增长 104.66%，环比增长 37.31%。三季度南京市商品住宅市场可

谓呈现火爆的局面，一方面政策利好购房者购买意愿明显提升，另一方面江北市场异军突起，

成交量大幅提升。苏州市紧随其后，成交量达到 27087 套，同比上涨 49.77%，环比上涨 9.69%；

成交面积 323.86 万 m
2，同比上涨 50.41%，环比上涨 11.59%。苏州市在二季度成交量大幅上

涨的同时，三季度成交量稳步上升，且改善性房源成交活跃。无锡市房地产市场规模与南京和

苏州相比有明显的差距，南京、苏州成交量明显上涨的同时，无锡市成交量不升反降。无锡市

                                                                    
3
 镇江 2015 年三季度面积缺失，暂未在曲线上显示。 

4
 因数据缺失，镇江市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统计均为商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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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成交量 12324 套，同比增长 5.31%，环比下跌 17.42%；成交面积 147.02 万 m
2，同比上

涨 6.96%，环比下跌 18.79%。无锡市 2015 年房地产市场表现有所起色，且库存去化也明显加

快，主要源于中小户型房源的去化量及去化比重都明显提高。但市场中结构失衡问题仍比较严

重，热销项目及热销户型供应紧缺，改善性大户型房源去化速度仍然较慢。 

第二方阵城市中，常州市成交量达到 7291 套，同比下跌 31.25%，环比下跌 40.32%；成

交面积 82.96 万 m
2，同比下跌 34.38%，环比下跌 43.80%，市场寒意乍现。常州市本地人购买

意愿不强，外来人口远不及南京、苏州等城市，且库存仍处于高位，种种因素造成政策不断利

好的情况下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镇江市商品房成交量 4446 套，同比上涨 24.33%，环比上涨

10.65%；成交面积 54.98 万 m
2，同比上涨 40.29%，环比上涨 18.24%。因三季度统计口径为商

品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镇江市三季度预计商品住宅成交量变化不大。镇江市整体购房意愿

不强，且库存较大，楼市成交旺季金九的存在也未能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市场表现只能说

中规中矩。 

从住房结构来看，刚需房源依旧是成交主体，但苏州市、无锡市三季度改善性房源占比明

显增加，主要由于市场上改善性房源存量趋多，且首套房政策认定放宽的影响。从套均面积来

看，苏州、无锡套均面积均接近 120m
2，而南京、常州套均面积则在 110 m

2 左右。 

三季度苏南五市商品房成交中，商品住宅依旧是成交的主体，商品住宅占比达到 90.32%

（镇江除外）。其中，南京市商品住宅占比最高，达到 94.60%；苏州住宅占比也突破了 90%，

达到 91.12%；无锡住宅占比 87.02%；常州住宅占比 77.92%，与二季度相比有所下滑。 

苏南五市近期商品住宅成交走势如图 2 所示： 

 

图 2 苏南五市 2013 年一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单位：万 m
2）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镇江 



住宅篇    

（三）商品住宅供求比 

三季度，苏南五市整体供求比（套数）为 0.92，与二季度相比有进一步的提高，总体来看

开发商推盘信心明显提升，但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主要是城市库存积压严重，需控制新房

源的推出加速库存的去化。 

具体来看，苏州市住宅供求比最低，为 0.75，一方面一些开发商在土拍之后房价看涨的情

况下放慢推盘速度，捂盘惜售；另一方面三季度成交量继续稳步增长。无锡、常州由于库存积

压较为严重，三季度推盘速度继续放缓，其供求比分别为 0.83、0.80。南京市供求比为 0.98，

基本处于供求平衡状态。镇江市作为五市中库存最为严重的城市，三季度推盘量继续稳步增加，

其供求比达到 1.90，处于严重的供过于求状态。镇江住宅市场库存压力较大，供需结构性矛盾

较为突出，尽管利好政策不断推出，但本地人购房意愿不强，未来需注意控制推盘节奏，加快

库存去化。各城市三季度供求比如图 3 所示： 

 

图 3 苏南五市 2015 年第三季度商品住宅市场供求比 

（四）商品住宅库存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南京市商品住宅库存 55256 套，苏州市库存 616.39 万 m
2，无锡

市库存 810.51 万 m
2，常州市库存 781.05 万 m

2，镇江市库存 50761 套。苏南五市中，除南京

市和苏州市库存控制得相对合理，无锡市、常州市和镇江市库存都积压严重，但近期来看无锡、

常州总体有变好的趋势。 

具体来看各城市的去化周期，南京市近一年平均每月销售商品住宅套数为 7709 套，则去

化周期约为 7.2 个月。南京市作为省会城市，对周边区域形成强大的人口向心力，且众多楼市

利好政策还在持续出台，总体来看市场潜力巨大，去化周期短，去化压力较小。南京楼市从目

前阶段来看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未来一段时间内开发商需要加大推盘的力度。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镇江 
供应套数 成交套数 



住宅篇    

苏州市近一年平均每月销售商品住宅面积 87.29 万 m
2，去化周期降至 7 个月。苏州市的

几次大型土拍，将 2015 年苏州楼市彻底推向高峰。凌晨排队抢房、日光盘等不断出现，市场

呈现火热状态。政策环境持续宽松，购房者购房意愿强烈，短时间内市场仍然看好。随着去化

周期的持续减少，市场供不应求状态会更趋明显，市场需要增加新盘供应量。 

无锡市近一年平均每月销售面积 52.12 万 m
2，去化周期不到 16 个月，去化时间进一步减

少。无锡市三季度进一步控制推盘随度，库存量进一步得到去化。目前无锡库存房源中结构矛

盾仍然严重，大户型房源去化难度仍然较大，一些热销房源又出现紧俏状态，推盘速度控制的

同时调结构也需重视。 

常州市近一年月销售面积 43.11 万 m
2，去化周期超过 18 个月。尽管三季度市场政策尤为

宽松，但常州市场表现总体不尽如人意。三季度成交量大幅下跌，库存进一步积压，去化周期

与二季度相比明显增加。四季度年末将至，部分开发商为冲刺年终任务增加新盘的推出量，但

因市场明显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预期绝大多数开发商会放缓推盘速度，加快去化库存积压。 

镇江市近一年月销售住宅套数为 1375 套，去化周期近 37 个月，处于高风险期，库存极其

严重。三季度镇江市在各种利好政策频出的情况下，市场上新推楼盘明显增加，但去化情况与

新增供应相比总体不尽如人意，库存积压进一步增加。市场上明显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购买

者在交易上处于主动地位，市场去化难度更大。未来需要控制推盘速度，供需结构调整很关键。 

（五）商品住宅成交价格 

2015 年三季度，在政策环境不断趋于宽松的情况下，楼市成交价格也有明显上升。 

从区域来看，第一方阵城市住宅均价涨幅明显高于第二方阵城市。第一方阵城市中，南京

市拔得头筹，苏州和无锡分列二、三位。具体来看，南京市住宅均价 14512 元/ m
2，同比上涨

8.00%，环比上涨 4.70%。南京作为省会城市，房价一直高居不下，三季度市场火热的情况下

价格明显上涨。苏州住宅均价 12309 元/ m
2，同比上涨 13.54%，环比上涨 5.39%。三季度苏州

市住宅价格也开始全线上涨。随着 7 月园区的大型土拍开启，园区的住宅均价全面被带动，紧

随其后的市区土拍让姑苏区、吴中区、高新区、相城区的区域地价全部刷新，房价上涨紧随其

后。另外，苏州改善性房源、高端房源去化的增多也促成了均价的上涨。苏州住宅均价之前与

南京有明显距离，2015 年开始差距越来越小，主要源于苏州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各方面与南

京相差较小，且与南京一起作为江苏仅有的两个特大城市，未来房价与南京相提并论指日可待。

无锡市住宅均价 7847 元/ m
2，同比上涨 1.62%，环比下跌 2.50%。无锡经济发展程度与南京、

苏州接近，但无锡住宅市场却一直不及南京、苏州。较大的库存积压，存量结构失衡，购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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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房意愿不强等均导致楼市不温不火，房价上涨动力缺乏。 

第二方阵城市中，常州住宅均价 6771 元/ m
2，同比上涨 9.57%，环比下跌 0.43%。常州楼

市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场明显转好，楼市寒冬已过。但三季度均价与二季度相比有所下跌，金

九不金，楼市表现差强人意。镇江住宅均价 6567 元/ m
2，同比上涨 4.92%，环比上涨 0.23%。

镇江楼市三季度表现有所回升，在成交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价格也小幅提升。 

苏南五市近期商品住宅均价走势如图 4 所示： 

 

图 4 苏南五市 2013 年一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商品住宅均价走势 

（六）商品住宅典型项目 

2015 年三季度，政策环境趋于宽松，市场明显好转，热销楼盘不断增多，日光盘频现。

但市场结构失衡的问题依旧存在，一些大户型高档房源、地段偏远的滞销楼盘也仍然存在，开

盘多时去化量相对有限。2015 年三季度苏南城市典型项目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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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年三季度苏南城市商品住宅典型项目 

城市 热销/滞销 项目名称 开发商 开盘时间 热销/滞销原因 

南京 

热销 
龙湖半岛

花园 

南京荣盛置业有限

公司 
2015/6/20 性价比高，知名房企打造，湖景房产，有金陵中学龙湖分校的名校学区 

热销 
北外滩水

城 

南京浦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15/6/27 周边配套相对齐全，交通便利，价格较为合理，房型比较合适 

热销 
万达茂商

业中心 

南京万达茂投资有

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标杆房企开发，位于地铁沿线，湖景房环境较好，集“文化、旅游、科技、商

业、人居”五位为一体 

热销 
正荣润锦

城 

南京正荣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2015/7/5 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江景地产，品牌房企打造，配套设施规划完善 

苏州 

热销 
华丽家族

太湖汇景 

苏州华丽家族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5/6/28 性价比高，位于苏州太湖国家 5A 级旅游度假区板块，配套相对齐全，生活方便 

热销 
中海山湖

一号 

中海地产(苏州)有

限公司 
2015/7/18 

标杆房企开发，尹山湖板块重点项目，价格优势大，商业配套齐全，双湖生态

景观 

热销 
九龙仓碧

堤半岛 

苏州瑞龙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2015/7/11 知名房企打造，低密居所，环境优美，小区规划成熟 

热销 保利悦玺 
苏州保利隆威置业

有限公司 
2015/7/11 

标杆房企开发，主推刚需房源，位于尹山湖板块推出湖景地产，位于名校学区，

交通便捷，配套也相对完善 

无锡 

热销 
恒大绿景

雅苑 

无锡盛东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4/9/29 标杆房企开发，有较好的学区，地铁沿线交通便利，周边生活设施齐全 

热销 天一城 
无锡苏源置业有限

公司 
- 

性价比高，自然环境优越，周边配套齐全，与规划中的城市轻轨接轨，交通便

利 

热销 国联乐园 
无锡国联房地产投

资有限公司 
2015/7/25 刚需楼盘，配套齐全，成熟地段，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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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 

热销 
德禾豪景

苑 

常州德禾置业有限

公司 
- 位于武进区核心地段，交通便利，配套齐全，景观优美 

热销 蔚蓝天地 
常州嘉宏东都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15/9/19 景观居所，水景地产，性价比高，生态宜居国际社区 

热销 弘阳上城 
常州弘阳广场置业

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初 

知名房企打造，位于钟楼、天宁、武进三区交汇的“金三角”位置，周边配套

齐全 

镇江 

热销 美的城 
镇江美的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2015/7/18 性价比高，楼盘较为成熟，周边配套齐全，环境优美 

热销 
新城·尚上

城 
新城控股集团 2014/10/1 知名房企开发，性价比高，优惠力度大，房屋质量高，户型优异 

热销 
中南世纪

城 

中南镇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15/7/24 知名房企开发，江景地产，靠山靠水地段优越，交通便利，价格适中 

南京 滞销 
长乐渡花

园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 
2014/7/15 高端住宅价位偏高，企业最近涉嫌虚假宣传影响颇大 

苏州 滞销 
商旅新悦

城 

苏州工业园区商业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3/9/8 户型不通透，小区环境欠佳，周边基本上都是老小区，升值预期较小 

无锡 滞销 
嘉德水韵

金阁 

无锡泰诚房地产有

限公司 
2012/10/1 

周边配套不齐全，楼盘档次定位较低，绿化环境之类的很一般，楼盘靠近马路

噪音较大 

常州 滞销 格兰艺堡 
常州市天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1/11/6 位置较偏，周边配套较差，价格偏高 

镇江 滞销 学林雅郡 
江苏富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13/11/30 交通不便，配套不到位，档次较低，周边环境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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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手住宅5市场 

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一手房市场明显回暖的同时，二手房市场也明显好转，

尤其是住宅市场。 

三季度，宁苏锡二手房市场挂牌量继续增加，市场转暖的同时继续有众多二

手房业主从租房市场转向转让市场，挂牌价格也是一路高涨。由于政策趋于宽松，

购房者购房意愿增强，二手房成交量也有所提升。其中，南京市二手住宅成交

27488 套，同比增长 145.02%，环比增长 21.84%，二手住宅交易市场旺盛，成交

量明显上升，市场也再现卖家坐地起价的现象。苏州三季度成交 18700 套，同比

大涨 146.77%，环比上涨 8.47%；成交面积 194.74 万 m
2，同比大涨 147.25%，环

比上涨 11.34%，苏州在二季度成交量明显上涨的同时三季度成交量继续稳步上

涨，购房者购房意愿强烈，市场一片叫好，加上新政频出和土拍年，房价也在不

断上涨。无锡二手住宅成交 7941 套，同比上涨 60.33%，环比下跌 12.64%；成

交面积 78.11 万 m
2，同比增长 76.56%，环比下跌 7.13%。无锡三季度二手住宅

市场总体表现差强人意。营业税“5 改 2”政策的出台，市场与去年同期相比有

明显好转，前三季度成交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从物业占比来看，二手住宅成交依旧占据商品房市场主流。南京二手住宅占

比超过 95%，苏州也达到 93.40%，无锡占比更是达到 97.00%，住宅成交占比不

断提升。首套房认定政策放宽、营业税“5 改 2”等众多利好政策均有利于二手

住宅市场的繁荣发展。 

宁苏锡三市二手住宅近期成交走势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5
 考虑到常州、镇江二手房数据统计缺失问题，本报告暂时只进行南京、苏州、无锡三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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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宁苏锡 2013 年一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二手住宅成交量走势6

 

 
图 7 苏州、无锡 2013 年一季度至 2015 年三季度二手住宅成交面积走势 

                                                                    
6
2015 年二季度无锡市二手住宅成交量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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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展望 

2015 年三季度，政策环境继续趋于宽松，随着“金九”的到来，购房者购

房意愿不断提升，总体市场表现进入高峰期。利好政策仍在持续，开发商推盘信

心继续增加，市场需求预期继续上行。但城市间分化还在延续，市场表现不尽同

步。 

（一）商品住宅后期走势分析 

四季度，市场表现继续呈现上行的趋势，成交量和成交价格继续上涨，尤其

是南京和苏州。 

具体来看，城市分化还将延续，第一方阵与第二方阵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从供给来看，南京、苏州的去化周期都降到 7 个月左右，市场呈现明显供不应求

状态，四季度市场必须加大推盘的进度。无锡近两年一直控制推盘的速度，库存

积压在持续减少，但库存中结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四季度在控制推盘速度的同

时，也要注意新推房源的结构。常州和镇江库存进一步增多，尤其是镇江，本地

人的购买力也有待提升，四季度推盘速度预计会进一步放缓，调结构、去库存将

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重点任务。 

从成交来看，利好政策还在延续，四季度成交量预期将会继续呈现上涨的态

势。但城市表现不尽一致，南京、苏州继续领跑第一方阵，成交总量预期会超过

2013 年高峰。无锡表现继续中规中矩，成交量预期环比三季度小幅上升，成交

总量超越 2014 年不在话下，但距 2013 年仍有差距。第二方阵城市常州、镇江预

计四季度表现也会有所上升，常州三季度表现略显不足，四季度预期会在三季度

的基础上小幅反弹；而镇江三季度推盘较多，购房者选择余地进一步增加，预期

成交量会有所回升。 

从成交价格来看，四季度成交均价也会继续上涨。南京和苏州在土拍地王频

出的背景下购房者陷入恐慌，买房热情明显上升，价格在三季度明显上涨的基础

上继续明显上涨。无锡、常州和镇江受利好政策的影响，市场看好，成交价格总

体保持稳中有升。 

（二）二手住宅后期走势分析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沉寂低迷后，二手房市场在“330”新政营业税“5 改 2”

出台之后迎来彻底反弹。随着政策环境不断趋于宽松，一手房市场不断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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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房市场也水涨船高，尤其是二手住宅市场。 

从区域来看，南京、苏州的二手住宅成交将继续领跑，主要由于大量的刚性

需求支撑，市场涨声一片，购房者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都促成市场需求的不

断增加，四季度成交量上涨完全可期。无锡二手房成交量预期也会有所上涨，众

多购房者考虑到学区、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开始趋向于选择二手房。 

从成交价格来看，二手住宅均价也会有所上涨。南京、苏州二手房市场愈发

活跃，整体市场不断被看好，在一手房市场价格的推动下二手房市场价格涨势可

期。无锡市场上存量较多，市场总体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目前阶段购房者购房

意愿较强，预期二手房价格会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小幅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