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租房，这个决定以前渗
透着买不起房的无奈，如今租房
的原因却多种多样。而租赁市
场及租赁政策的变化，也让这些
可能引起租房的原因，真正变成
可付诸实践的可能。

选择租房
因为喜欢灵动的生活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

幸福在左 美好在右

不少人买房是为了真正融入这座城 梁怿韬 摄

要想在一座城市真正扎根，买房是很重要
的途径之一。无论是一手住房还是二手住房，
住宅属性所带来的配套资源都能为一个家庭解
决不少的生活烦恼，提供一份心灵的依靠。

对于如何买房，每个家庭的背景不尽相
同，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对于资金
不算充裕的刚需群体来说，买房更像是一道
数学加减题，将最迫切的居住需求解决后，
相关配套的优劣就犹如木桶原理一般，长板
即自己最需要的配套，而短板则是相对“无
所谓”的配套，就看能接受的短板下限去到
哪种程度了。

买房
是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加减题
文/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充裕的非公共
租赁房源提供多元
化选择

or ？租房 买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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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

要

2014 年，当第一批“90 后”大学
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并逐渐成为房
地产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时，地产
龙头企业万科邀请“90 后”网红马
佳佳做了一个演讲，当时马佳佳立
场坚定地提出，“90后”根本没必要
买房。她认为，传统的买房观念对

“90后”而言，意味着因重资本沉淀
了过多资金而失去消费自由。

7 年多过去了，有人说，当初
信马佳佳的人应该都后悔了，因
为如今的房价比 7 年前贵了，实际
上，“不买房”的观念至今仍然有
不少“90 后”追捧。

在 选 择 不 购 房 的“90 后 ”当
中，不买房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
因为考虑到家庭或个人经济能力
方面的因素，“不能或暂时不能”。

但还有不小一部分人的原因
是“不必”。因为大量政府主导的
公租房、人才公寓以及不同企业推
出的长租公寓，让租房者不用再担
心因被房东收回房产而搬迁，同样
可以拥有稳定而体面的居住体验。

另外一部分人选择租房的原
因则是“不愿”。一部分人因为自
主创业，需要有更灵活的现金流，
像自购住房这样的变现速度较慢

的大件固定资产，不符合他们的
资金安排需求；另一部分人正处
于 职 位 和 工 作 地 点 的 快 速 变 动
期，对于工作繁忙的他们而言，租
房逐“工”而居可能是更贴合他们
实际需求的选择；还有一部分人
崇尚“世界这么好，我想去看看”
的生活理念，他们每一两年会换
一个居住的城市，边工作边深度
体验当地不同的人文风情。

社会的进步，让大家有了更
多“选择”的自由，买房或租房，真
的可以只是因为选择与自己和家
人更贴合的生活方式。

去年，黄女士的女儿摇
号中签来到了广州外国语学
校读初一，虽然学校可以为
学生提供宿位，不过女儿却
不太愿意住校，权衡再三，黄
女士夫妇决定举家搬到南沙
陪读。

该买房还是租房？黄女
士决定先去附近的中介地铺
了解一下情况。

离学校正门最近的楼盘
是南沙金茂湾，只有一路之
隔，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目
标就定在了这里。这个楼
盘内二手房源不少，四五年
楼龄的毛坯二手住宅单价
约 3.8 万元，而带装修的单
位二手楼价达到 4 万元/平
方米以上。她算了一笔账，
买一套 98 平方米左右的毛
坯三房单位，若是算上税费

和中介费，总价约需 400 万
元，如果再添 30 万元左右的
装修费和家具家电的购置
费，至少要 430 万元才能入
住。如果买带装修的单位，
总支出也差不多。

若是选择租赁，房源也
不少，差不多 的 三 房 单 位
月 租 只 需 要 4700 元 ，家 电
家 具 齐 全 ，一 年 的 总 支出
约5.6万元。

黄女士对比了租金和二
手楼价，相当于买房的投资
年回报率不过是 1.3%左右，
和半年期的定期存款差不
多，“不划算”。

而且，租房要省事许多，
基本无需购置大件的家电
家 具 ，交 易 涉 及 的 手 续 很
少，全家商量后一致决定选
择租房。

陈雪（化名）是一名工作不
到五年的白领，有了一定的积蓄
加上家人的支持，在去年萌生了
买房的想法，于是她开始到处寻
觅符合自己要求的房源。手握
400万元左右的资金预算，陈雪
想过要不要买一套中心区域的
二手住房，但看了多套二手住房
后都觉得居住体验没能达到心
理预期，于是她很快将目光瞄准
至黄埔区，她认为广州未来发展
的趋势一定是向东。

在天河区上班的陈雪最初
有考虑距离近、交通方便的老黄
埔板块，“但老黄埔板块的房价
较高，且非常抢手，以我的预算
只能买到小面积的紧凑型产品，
而且往往处于有价无市的状
态。”陈雪的买房目的是很明确
的，一是要满足基本的居住需
求，且居住体验要好；二是交通
方便；三是商业、教育配套能优
则优；四是最好能有升值的潜
力，这就基本符合刚需群体的买
房要求了。

“以目前的黄埔区来看，除
了配套已经很完善的老黄埔，科
学城绝对是发展前景较好的区
域。”陈雪如此认为，黄埔科学城
定位为科创服务中心，引进了许
多高新企业，人群素质将有很大
的提升，周边发展如火如荼，以
陈雪的话来说，就是“能看得到
规划的蓝图正在逐一实现”，同
时黄埔科学城离她的上班地点
不算太远，通勤时间可以控制在
一小时之内，对于她来说是可以
接受的。

于是，陈雪开始逐个楼盘去
看，“我的预算其实可以选的空
间不算太大。”不过，有刚性需求
的她还是尽量先满足自己的居
住需求，陈雪表示，未来自己的

家里人是要搬过来与她一起住
的，所以小区一定要大，小区内
自建配套要足。直到去年年底，
科学城区府板块一个已开发至
第四期的楼盘开盘，迅速吸引了
她的目光。

陈雪表示，该楼盘体量不
小，同时还是央企背景，且年底
的促销优惠使得这个楼盘的总
价可以符合她的预算。陈雪此
前还心动于庙头板块一个主打
TOD 概念的楼盘，区府板块该
盘一出，让她产生了纠结。

将居住体验摆至购房需求
首位的陈雪最终选择了区府板
块的楼盘，她表示，这个楼盘早
期开发的楼栋已经有收楼入住
的业主，项目的很多情况都能一
目了然，且未来人口不少，她认
为只要人口数量提升上来，配套
就一定可以跟上。“而庙头板块
的楼盘则是全新盘，目光所及的
周边都是农村，要等配套完善还
需要较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陈雪的家庭
重视教育，区府板块该楼盘周边
配套有省一级的中小学，而庙头
板块该楼盘配套学校还不明
晰。这也令陈雪最终下定了购
房决心。

经过楼市调控频繁的
2021年，今年的楼市将有哪
些趋势？业内分析人士认
为，2022年的宏观政策将会
在“房住不炒”的定位背景下
促进楼市良性循环，预计首
次置业的群体会优先得到资
金支持；预计2022年一手住
房市场供应保持高位，区域
分化更加明显，而货量较多
的板块在同类型产品的“内
卷”之下，可能会有“笋货”的
出现，利好刚需群体。

据预计，2022 年将有
118个新盘入市。广州中原
研究发展部预计，今年黄埔
区的老黄埔、香雪、科学城
等板块供应充足，尤其是
2021 年供应大幅减少的黄
埔知识城，预计将有 6 个主
推项目，全区总货量为 1.8
万-2万套；房价不算太高的

“东大仓”增城预计将有 2.5
万-2.6 万套产品推出，主要
是由于过去两年出让的住
宅用地尚能转化成产品；预

计番禺、白云、南沙三区今
年都有过万套产品推出；中
心区域的天河区，金融城、
牛奶厂、汇景板块高端楼盘
有望入市，或将进一步带动
区域价值。

据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2021居住客群消费趋势
年报》显示，三居室及以上户
型交易占比呈显著增长趋
势，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释
放；克而瑞相关研究也显示，
未来，三房、四房产品的成交
比重有望继续提升。尽管如
此，目前广州市面上依然有
不少刚需“上车”产品能做到
紧凑的多房空间，如白云湖
将推出的新项目中建星光
城，小至69平方米的房源能
做到“N+1”户型，荔湾区的
广钢 234 地块、越秀正荣天
樾湾、珠实荷景路地块等都
将有 90 平方米以下户型上
市，增城新塘板块也有不少
楼盘的主力户型面积段从70
平方米起。

租客故事：租房比买房划算许多A

市场行情：逾9000套公租房为租赁人群托底B
很多像黄女士这种短期为方便孩子上学的人选择了

租房，实际上，越来越多打算长期在广州某地居住的人也
选择了租房。前年大学毕业的小安就是其中的例子。

小安在某 985 高校毕业后
来到了广州工作，户口也落到
了广州，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其
母亲前几年去世，只剩下父亲
退休在老家独居，为了方便照
应，去年年初她按政策将父亲
的户口迁至广州。原本她还在
想，要不要让父亲帮忙出个首
付款，自己在广州供套房。

去年 7 月，单位工会的同
事告诉她，像她这样家庭成员
在广州没有房子的成年户籍人
士，符合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条
件。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与
了摇号，没想到一摇即中。更
幸运的是，本来像她这样的父
女结构的家庭只能申请两房的
公租房，不过刚好有一个家庭
抽到同一个楼盘的三房后又因
故放弃，小安幸运地住上了中
心城区一套三房单位，虽然面
积只有80平方米左右，没有电
梯，离地铁站也不算近，但是月
租金只有2000元出头，房子公
摊不多，实用率挺高，厅、房都

算宽敞。
“我打听了一下，旁边的二

手楼大致要卖每平方米四万
元，一套像我如今住的房子二
手价要 300 万元出头，首付要
近 100 万元，我们两父女凑首
付也不容易，三十年贷款月供
还要近12000元。”小安说。如
今，她不但无需凑首付，月支出
也只需供楼款的五分之一左
右，让她在广州的生活显得更
游刃有余。

中签公租房，小安固然是
个幸运儿，不过像她这样的幸
运儿，广州每年都有许多。政
府部门的公开信息显示，2021
年 7 月，广州市集中推出了多
个区域共 8763 套公租房供合
资格的人士申请，而这批次参
加广州市户籍家庭公共租赁住
房 摇 号 配 租 的 家 庭 共 12459
户，也就是说，大约每1.42户符
合条件的家庭中就有 1户能中
签申请到公租房，申请成功比
例相当高。

而这仅仅是广州市集中拿出来的
一批公租房源，实际上，各区都有不少
公共租赁房源（或人才公寓）面向区内
的符合条件的单位员工申请。以番禺
区为例，该区 2021 年 3月就在大学城
推出261套公共房源面向区内合条件
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员工出租，
这批住宅的交通条件相当好，离地铁
大学城北站的距离只有两三百米，小
区还有江景，整体居住大环境不错。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近些年广
州公开出让的住宅土地当中，有过半
在挂牌时公开的出让条件当中都有
配建公共住宅的要求，大致需拿出居
住建筑面积的 10%配建由政府按照
成本价回购的住房，而这些住房中的
大部分都将以租赁的方式拿到市场
上来。随着这些住房的分批上市，广
州市将有越来越多合条件的家庭住
上公租房。

对于暂时未符合公租房条件的新
广州人来说，广州市还有大量的私人
或企业租赁房源，为他们提供更多元
化的选择。这里既有高大上的国际商
务公寓，又有性价比极高的城中村，还
有中档的普通民房，为不同的租赁者
提供丰俭由人的选择。

若从住宅的租售比来说，租房也
显得很有性价比，广州市房地产中介
协会最近公布的租赁数据显示，在该
协会监控的21个热门租赁楼盘当中，
租金回报比（年租金/网签成交价）在
0.92%-2.05%之间，中位数的租金回
报比大约为1.5%左右，而这样的回报
率和目前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差不多，性价比相当高。

记者手记：C 选择租房的都后悔了？
这只是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

每1.42户申请者中就有一户
住上公租房

公共租赁房源
正在稳步增加

买家故事：A
选中体量足够大的社区，享受部分成型配套

市场行情：B
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利好刚需群体

不少人会认为，买房是
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作
为刚需群体，买房首先要认
清自己的购房目的，就是满
足居住需求，其余的一切都
是附加的价值。

俗 话 说“ 一 分 钱 一 分
货”，房价的高低与配套资源
的 多 与 少 、好 与 坏 息 息 相
关。简单来说就是均价不同
的小区里，教育、交通、医疗、
商业等配套资源也有不同，
需要购房者在选房时进行取
舍，配套的不同也导致小区
间价格的差异，也因此使得
购房者产生犹豫，这时候可
以考虑周边是否存在公用配
套，比如一间大型的购物中
心、一家还不错的医院等。

城市的发展需要时间，
配套升级也需要演变。归根
到底，刚需买家的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解决居住问题，因此选
房时务必要“合适”，何为“合
适”？方便上班、方便教育、方
便休闲。如果工作、生活
在广州北部，何必趋之若
鹜前往南沙买房？“合适”
还包括居家体验，一间温
馨的三房总比拥挤的两房

舒适，远一些但静一些，似乎
也不比近一些却吵一些差，另
外就是空气，噪音、朝向、户型
等都可以将就，唯独周边气味
的扩散难以防范，对于身体健
康相关的因素也要摆在靠前
的位置考虑。

至于教育的问题，在严
禁炒作“学区房”的背景下，
教育公平势在必行，在保证
有入学资格的条件下，尽可
能追求级别更高、师资更好
的学校即可；而商业配套无
需过于担忧，只要居住人口
上升，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
都能带动一个板块的商业氛
围。总的来说，若房子住得
舒适，地段规划前景够好，那
么 价 值 兑 现 往
往只是时间
的问题。

记者手记：C
买房也要“不患寡而患不均”？非也

定居广州，该选择
买房还是租房？
对这个问题，以前

的答案很简单：有钱且有条
件的买房，暂时没钱或没条
件的租房。因为有房和无
房，在过去曾经差别很大，在
一般人看来不但和身份财富

息息相关，与
孩子入学
读书也有
莫 大 干

系。甚至，前些年楼价基本
向上的态势，也让买楼除了
可居住外，还附带了投资保
值的功能。

如今，随着大量条件不
错的人才公寓和公租房的
推出市场，使租房不再简单
意味着蜗居；随着租售同权

等相关政策的兜
底，非户籍租房
儿童可以和购房
者一样得到加分
并根据政策入读

公办学校。再加上“房住不
炒”政策的持续实施，让房
价呈现出基本稳定的态势，
在回答该买房还是租房这
个问题时，答案不再那么毫
无疑问。买房或租房，正成
为根据个人喜好、家庭人员
特点而定的个人选择。

在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
道路上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无论向左买房，还是向右租
房，你都能殊途同归地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路径。

刚需群体买房的主要目的
是解决居住问题 徐炜伦 摄

随着工作地点变动而改变租房地点，如今
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 梁栋贤 摄

陪读的租赁需求也不少 梁栋贤 摄

买房或租房，可根据个人情况、家庭人员特点等而定 徐炜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