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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深圳房地产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认为
，**年1-**月深圳市购置土地面积为246.5千㎡，同比下降12.2%；**年1-**月深圳市购置土地面积为
1892.9千㎡，同比增长37.4%。
**-**年深圳市购置土地面积及增速
深セン、中国、2018-2025における不動産業の現状と発展動向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2018-2025年中国深圳房地产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对我国深圳房地产行业现状、
发展变化、竞争格局等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分析，并对未来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动向作了详尽阐述，还
根据深圳房地产行 业的发展轨迹对深圳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前景作了审慎的判断，为深圳房地产产业投
资者寻找新的投资亮点。
2018-2025年中国深圳房地产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最后阐明深圳房地产行业的投
资空间，指明投资方向，提出研究者的战略建议，以供投资决策者参考。
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深圳房地产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是
相关深圳房地产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深圳房地产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
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部分 深圳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章 全国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概况
一、房地产投资呈两位数增长 成交量在震荡中继续上升
二、房地产市场运营呈现三种不同特征
三、影响2018年房地产走势的因素分析

-2-

深圳房地产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2018-2025年中国深圳房地产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第二节 2013-2018年全国房地产业运行情况分析
一、土地开发及购置面积
（一）2017年土地供应及开发面积情况
（二）2018年房地产土地供应情况
二、房地产投资完成额
（一）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分析
（二）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分析
三、资金来源分析
（一）2017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情况分析
（二）2018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情况分析
四、房屋施竣工面积
五、国房景气指数分析
第三节 2013-201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
二、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
（一）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情况
（二）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销售额情况
三、房地产价格
（一）201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二）2018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四、住宅市场
五、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市场
第二章 深圳市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2018年深圳房地产市场走势分析
一、深圳房地产一级市场综述
二、二级市市场综述
三、市场需求分析
四、房地产供给
五、市场价格趋势
六、特区内外房价比较分析
七、住宅价格结构分析
八、二手房交易分析
九、深圳房市2018年岁末最新动态
第二节 宏观调控政策及实施效果
一、我国楼市宏观调控政策几个阶段
二、广告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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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建设
四、政策调控
第三节 2018年深圳房地产市场总结
一、2018年深圳宏观经济数据
二、2018年深圳土地市场分析
三、2018年深圳住宅市场分析
四、2018年商业市场分析
五、2018年深圳写字楼市场分析
第四节 2018年房价展望：大幅降价可能性不大
一、2018年房价向下调整很困难
二、政策收紧预期不高
三、中国房地产未来四十年
第五节 2018年深圳楼市发展预测
第二部分 深圳房地产各区域市场分析
第三章 福田区房地产市场
第一节 福田区概况
第二节 福田区房地产市场分析
第三节 近期福田区房地产市场走势
第四节 2018年福田区推盘分析
一、福田-住宅只是写字楼的陪衬
二、下半年新盘写字楼唱主角
第四章 南山区房地产市场
第一节 南山区概况介绍
第二节 南山区房地产市场基本特点
第三节 2018年南山区推盘分析
第五章 龙华片区房地产市场
第一节 龙华区位优势分析
第二节 龙华二线拓展区分析
第三节 龙华交通建设情况
第四节 近年部分典型楼盘
第五节 龙华房地产发展趋势
第六节 2018年龙华片区推盘分析
一、坂田片区
二、龙华中心片区
三、龙华二线拓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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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华新城片区
第六章 罗湖区房地产市场
第一节 罗湖区概况
第二节 罗湖区房地产基本特点
第二节 近期罗湖区房地产市场走势
第三节 罗湖房地产市场推盘分析
一、罗湖区小户型天下，东门、田贝发力。
二、罗湖豪宅供应大增
第七章 宝安区房地产市场
第一节 宝安区概况
第二节 宝安房地产市场基本特点
第三节 近期宝安房地产市场走势
第八章 龙岗房地产市场
第一节 龙岗区概况
第二节 重点区域-布吉房地产市场分析
一、布吉片区概况
二、房地产发展概况
三、三级市场供给分析
第三节 大运会对龙岗房地产的影响意义
第四节 龙岗区15年推盘分析
一、布吉片区
二、龙岗中心城
三、代表楼盘
第三部分 深圳房地产不同类型市场分析
第九章 2018年深圳市三级市场总结分析
第一节 住宅部分
一、住宅出售
二、住宅出租
第二节 商业三级市场
一、商业出售
二、商业租金
第三节 写字楼三级市场
一、写字楼出售部分
二、写字楼租金
第四节 成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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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年深圳各行政区二手房成交分析
二、新房二手房成交量比较
三、2018年深圳二手房量价走势概况
第十章 深圳别墅市场
第一节 别墅的定义及特点
一、别墅的定义
二、别墅的五大标准及特点
三、新派别墅的特点
第二节 深圳别墅市场概况
一、深圳别墅发展历程
二、2018年深圳别墅市场特征
三、2018年深圳别墅预售与销售情况
四、深圳别墅市场火爆的原因分析
第三节 2018年深圳别墅建筑特点分析
一、深圳别墅类型
二、深圳别墅建筑特点
第四节 2018年深圳别墅园林分析
一、园林风格与建筑风格的错位
二、喜好高山宏水
三、回归中式园林
四、户型设计、功能划分清晰
四、型内部功能分配细化
五、配套，深圳别墅配套表现出的特征
第五节 深圳别墅营销策划特征
一、代理商已成为营销主角
二、网络广告异花齐放
三、网络图文、视频直播广运用
四、2018年深圳别墅经典营销案例
第六节 2018年深圳别墅客户群分析
第七节 2018年深圳别墅三级市场分析
第八节 深圳别墅发展趋势
一、深圳未来热点别墅区
二、深圳别墅市场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深圳商业地产市场
第一节 中国商业地产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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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地产的定义及发展形式
二、我国商业地产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三、商业街成为中国商业地产发展的新热点
四、对中国商业地产的思考
第二节 深圳市商业地产环境研究
一、商业地产环境定义
二、商业设施的选址应考虑的环境因素
三、深圳市整体市场环境
四、深圳商业区域的发展环境
第三节 深圳商业地产销售模式分析
一、深圳商业地产销售的三种方式
二、商业地产销售方式的新探索
第四节 深圳商业地产投资分析
一、2018年深圳商业地投资分析
二、经济型酒店成深圳商业地产投资新热点
三、深圳商业地产投资策略
第五节 深圳商业地产发展趋势及策略
一、深圳商业地产发展呈三大趋势
二、深圳商业地产未来发展趋势
第十二章 深圳写字楼市场
第一节 写字楼市场概况
一、深圳写字楼市场发展历程
二、深圳写字楼市场供求态势分析
三、深圳写字楼分布
四、深圳CBD写字楼市场分析
第二节 2018年深圳中心区写字楼市场调查
一、中心区内写字楼市场供应类型特征
二、中心区写字楼市场呈现特征
三、中心区写字楼供求分析
四、中心片区物业发展状况及前景
第三节 深圳写字楼发展趋势
一、区域分布趋势
二、类型特点趋势
三、产权形式趋势
第十三章 深圳商铺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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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深圳地铁商铺
一、什么是地铁商铺
二、深圳地铁商铺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三、投资地铁商铺的风险思考
第二节 深圳商铺地产投资分析
一、2018年中国商铺投资市场调查
二、深圳商铺投资热点
三、深圳商铺投资价值分析
四、深圳商铺投资者瞄准关外市场
第十四章 深圳市房地产三级市场
第一节 房地产三级市场定义
一、房地产三级市场定义
2018-2025年中國深圳房地產行業現狀調研分析及發展趨勢研究報告
二、房地产中介的作用
第二节 房地产三级市场发展
一、行业发展的历程及趋势
二、市场的前景及成长性
三、行业趋势及竞争态势分析
四、经营模式
第三节 深圳三级市场存在的问题份析
一、三级市场现状问题
二、培育和规范房地产中介市场的措施
第三节 2018年深圳二手楼市展望
第四部分 深圳房地产重要企业分析
第十五章 重要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万科企业股份
一、公司简介
二、2017-2018年万科经营状况分析
三、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8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二节 金地股份
一、公司简介
二、2013-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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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三节 长城地产股份
一、公司简介
二、2013-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四节 深振业
一、企业概况
二、2013-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8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五节 华侨城
一、公司简介
二、2013-2018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3-2018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8年企业发展动态
五、企业未来发展展望与战略
第五部分 深圳房地产市场渠道分析
第十六章 深圳房地产市场渠道分析
第一节 房地产市场销售渠道的结构
一、直接销售渠道
二、间接销售渠道
第二节 深圳房地产营销
一、2018年深圳房地产销售态势分析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shēnzhèn fángdìchǎn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fēnxī jí fāzhǎn qūshì yán jiù bàogào
二、深圳房地产营销出新招
三、GIS与VR应用
四、深圳房地产未来营销策略建议
第三节 深圳房地产广告
一、深圳市整顿房违规地产广告
二、深圳市房地产广告现状
第四节 深圳物业管理
一、深圳与内地物业管理对比
二、深圳宝安区农村物业管理现状研究
第五节 深圳房地产中介
一、深圳房地产中介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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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5年深圳房地产中介现状及动态
三、深圳地产中介行业存在的问题、形成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研究
四、深圳房地产中介未来发展趋势
第六部分 深圳房地产政策及趋势展望
第十七章 房地产政策分析
第一节 我国土地政策分析
一、土地供应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
二、土地调控政策分析
三、土地出让规定
四、别墅类房地产开发用地政策
五、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二节 政策环境
一、房贷政策变化轨迹
二、2013-2018年主要调控政策综述
三、2013-2018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
第三节 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预测
一、当前形势下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思考
二、2018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预测
第十八章 2018-2025年深圳房地产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房地产发展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房地产发展预测
一、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繁荣的因素
二、2018-2025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预测
三、2018-2025年我国房地产价格预测
四、2018-2025年中国楼市消费者变化趋势
五、2018-2025年中国楼市政策预测
四、中国房地产未来三十年发展趋势
第三节 深圳房地产业发展趋势研究
一、“绿色建筑”将成深圳房地产发展趋势
二、深圳房地产消费趋势
三、影响未来深圳房价走势的因素预测
第四节 完善深圳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七部分 房地产投融资策略
第十九章 2018-2025年深圳房地产投资分析
第一节 房地产投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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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投资的定义及形式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投资风险
一、房地产投资的特有风险
二、异地房地产投资风险
三、房地产投资风险防范与规避
四、房地产项目投资风险防范的若干具体对策
第三节 2018年中国房地产投资现状
一、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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