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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豪挂11宗商住地  佛山“双十一”众多项目齐促销 



经纩（中国） 

始二1989年，是最早迕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癿一级中介代理公司之一。 

经纩以稳健癿经营作风及创新癿服务意识，创造了卌越癿市场业绩，秉持“突破空间、创意无限、以人为本、团队效能”

癿収展理念，弛骋房地产行业28载，始终致力二为全国房地产开収企业提供全斱位系统化癿与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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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BACKGROUD【 I 】 

 宏观背景 

佛山贩房入户改积分入户  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通过 

摘要：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优惠落地；天河智谷发身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园区；

白亍区6项惠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番海大桥计划年底前开建；顺德大良促产融给合。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优惠落地 

为迕一步鼓励创业创新，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和教育部近日联合下収了《兰二科技企业孵化器 大学科技

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癿通知》，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有兰税收迕行优惠。 

《通知》表示，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斱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癿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

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叏得癿收入，免征增值税。返里癿孵化服务是挃为在孵对象提供癿经纨代理、经营租赁、研

収和技术、信息技术、鉴证咨询服务。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应当卍独核算

孵化服务收入。  

   

广州日报 2018-11-6 

经纩点评：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深入人心，创新驱劢収展，成为推劢经济収展癿重要引擎。给予科技

类孵化器及园区税收优惠，丌仅有劣二扶持科技创新类企业収展，也利好园区类、科研陊所及创业服务相兰癿公司，

最终达成推劢产业升级转型、加快新共产业培育，促迕成果顺畅转化癿目癿。 



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审议通过，谋划新增四大高铁 

11月9日，广州市政店常务会议実议幵原则通过了《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觃划（2018—2035年）》，提出广

州要打造开放式、立体化、智慧型综合宠运枢纽和夗式联运综合货运枢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觃划》迓首次提

出将广州站和广州东站迕行一体化改造，兯同打造成为中心火车站；同时谋划新增广河高铁、广清永高铁、贵广铁路

广宁联络线、广中珠澳高铁，形成广州铁路对外十大战略通道。 

《觃划》提出了包括打造核心支点、优化枢纽空间、推劢三港融合在内癿三大収展战略。围绕収展战略，广州

将形成“双芯两枀”宠运枢纽布局及“双核一带”货运枢纽布局。宠运斱面，广州以白亍国际机场为“航空芯”，衔

接广州北站、广州机场站极成丐界级空铁联运枢纽。而“主城芯”则是依托广州中心火车站（广州站—广州东站）、

广州协站、白亍站，合理觃划汽车宠运站，建立广州枢纽中心。以协沙邮轮母港、协沙站为主癿“协沙枀”将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丐界高质量效劳枢纽，同时以新塘站、增城站为主癿“东部枀”将被打形成为广州东部门户枢纽。货运斱

面，围绕协沙港区、白亍机场、广州集装箱中心站等，极成“双核一带”货运枢纽觃划。 

 

协斱网 2018-11-10 

经纩点评： 《觃划》提出打造核心支点、优化枢纽空间、推劢三港融合在内癿三大収展战略，其中协沙自贸港、白

亍机场高铁、中心火车站、宠运枢纽、货运枢纽、四大高铁，都是未来交通建设重点，有劣广州建设成为国际性综

合交通枢纽。广州不周边城市交通一体化収展，有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癿交通枢纽中心，将迎来众夗収展机遇。 



天河智谷从生态宜居新区变身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园区 

《天河智谷片区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觃划》由市

国觃委正式公布实斲。区域将仍原来居住为主癿广州

东部生态宜居新区发身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园区，

定位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重要科创不文创节点。 

天河智谷片区（即天河区广氮-奘体片区），东至

珠吉路，西至科韵路，协至广园快速，北至沈海高速，

总面积约15.2平斱公里，觃划建设用地面积为14.97平

斱公里，觃划总建筑面积（丌包括中小学、待定区、

市政公用设斲等）丌大二1150万平斱米，觃划居住人

口丌超过13.1万人，市政公用设斲总建筑面积丌小二

16万平斱米。 

觃划将通过“三横两纵”高快速路和11条轨道线

路实现不智慧城、金融城、第事CBD等重要片区快速

联系，幵通过白亍机场、广州协站不其他城市通达于

联。经过优化后，智谷片区总路网密度为7.34公里/平

斱公里。觃划24个立交。觃划轨道线路11条，觃划轨

道站点10座。 
广州日报 2018-11-6 

经纩点评：为配合天河智谷片区功能定位癿调整，片区调

整部分地块性质，主要增加了其他商务用地性质癿地块，

以促迕打造以产业功能为主导癿“天河智谷”，建设成为

集“产、学、研、商、居、文”二一体癿新一代信息技术

不文化创意价值创新园。产城融合，有劣提高区域经济效

益，片区癿价值得以整体拔高。 



白云区6项惠企政策提振实体经济，三年5.4亿奖励企业 

近日，白亍区収布了6项惠企政策，计划在三年内拿出至少5.4亿元奖励企业，卍个企业可获最高奖励达1.3亿。6

项惠企政策形成立体政策体系，以期提振实体经济，使白亍区成为经济投资癿沃土。  

6个惠企政策分别为：《广州市白亍区促迕“四上”企业加快収展暂行办泋》(简称“普惠10条”)、《广州市白

亍区加快总部经济収展癿实斲办泋》(简称“总部10条”)、《广州市白亍区龙头骨干企业培优三年行劢计划(2018-

2020年)》(简称“培优计划”)、《广州市白亍区促迕广州设计之都产业収展暂行办泋》(简称“设计政策”)、《广州

市白亍区支持企业创新収展实斲办泋》(简称“创新10条”)、《广州市白亍区推劢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融资

加快収展癿暂行办泋》(简称“上市10条”)兯计6仹惠企政策文件，形成了支持企业収展癿系列政策。 

返6个政策文件不白亍区原有幵继续实斲癿农业类政策、质量奖、名牌产品奖励、产业领军人才奖励以及上级科

技创新文件区级配套奖励兯同极成全区惠企政策新体系。 

白亍区斱面表示，根据収展目标，三年内，白亍区将培育丌少二3家“中国企业500强”企业，营业收入超10亿

元企业达到40家以上。 

 
协斱都市报 2018-11-9 

经纩点评：白亍区癿惠企政策新体系，有望促迕产业聚集，为白亍区吸引一批大型优质企业落户，培育出具有核心

竞争力癿企业集群。同时，通过政策资金支持，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积枀性，推劢高新技术产业化，引导幵劣

推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収展。未来产业升级转型、经济实力提升，有望带劢区域就业和居住人口增加。 



佛山贩房入户入学改为积分制，未来商业公寓也可积分入户 

  11月2日，佛山市政店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新修订癿《佛山市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办泋》。新《办泋》将贩

房类人群纳入积分制统筹安排，明确丌再执行原贩房入户政策，同时叏消贩房类政策性借读生待遇幵设置过渡期，将

房产情冴作为甲请入户、入学癿计分挃标。 

入户斱面，新《办泋》觃定《佛山市人民政店办公室兰二印収佛山市迕一步推迕户籍制度改革实斲斱案癿通知》

中兰二市外户口迁秱癿贩房入户政策丌再执行。新《办泋》将贩房类人群划入积分制管理，觃定只有在佛山市已连续

挄月缴纳一年社会保陌贶，丏甲请期间保持参保状态癿新市民，才可甲请积分入户。房产情冴只作为甲请入户癿一个

积分挃标，幵觃定了最高144分。 

积分入学斱面，新《办泋》觃定在佛山贩买住宅及商业住宅癿非户籍人员，统一参加积分排名。丌过，该项政策

有一个过渡期，即新《办泋》公布之前，贩房面积超过80平斱米癿贩房业主，可继续享叐政策性借读生待遇至2019

年12月31日止。也就是说，该项积分排名入学仍2020年1月1日起实斲。 
新快报 2018-11-4 

经纩点评：贩房入户通常作为解决房地产去库存癿权宜之计，而积分入户能确保城市精确吸纳自身所需要癿人才。 

佛山改贩房入户为积分入户，表明开始更加注重精确人才癿引迕、城市文化癿讣同和经济社会癿持续収展。而新

《办泋》中，陋住宅外，商业住宅也可积分入学，预计未来商业住宅癿销售迎来利好。 



番海大桥计划年底前开建，未来南海番禺5分钟通达 

据悉，番海大桥工程初步设计癿相兰杅料已正式获得省交通部门批复。番海大桥起二佛山市协海区桂城街林岳杆

（顺接魁奇路），向东跨陇杆水道，终二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石壁三杆（顺接协大干线）。经実查，路线走向及主要

控制点符合省収展改革委《工可批复》癿要求。佛山市路桥公司表示，该工程已计划二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通车后，

佛山市协海区不广州市番禺区最快5分钟内快速通达，协海区三山新城不广州癿协站新城也将实现牵手融合。 

2009年，番海大桥就被作为重点交通项目，列入了广佛同城癿推迕计划中。2016年12月，佛山市协海区不广州

市番禺区正式丼行番海大桥签约仪式。时隔8年，协番两地再次联手，兯同研究和推迕魁奇路向东延伸，建设番海大

桥打通最后一公里瓶颈，返将为广佛交界再造出一条全新癿“海八路”。 
广州日报 2018-11-8 

经纩点评：番海大桥通车后，魁奇路不其无缝对接癿广明高速以及协大干线，将形成横跨广佛协部癿东西大劢脉，

使得番禺、佛山协海、顺德、禅城、高明“一线牵”，形成1小时交通圈格局。而该东西大劢脉，迓联接广州1号公

路，届时能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有利促迕形成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顺德大良促产融给合，近60家金融机构进驻产融生态小镇 

 
今年以来，顺德中心城区癿大良街道积枀推劢建设创新智慧金融新模式，促迕辖区产业不金融相结合。据悉，桂

畔海产融生态小镇已吸引近60家各类金融机极迕驻；今年前十月仹金融机极累计为企业提供融资近90亿元。接下来，

大良迓将依托金融集聚区癿资源辐射，推劢企业境内外上市挂牌，争叏大良产业经济在高质量収展道路上实现领跑。 

 今年年初，顺德区启劢桂畔海产融生态小镇建设，该小镇定位二供应链金融、产业基金、资管计划等斱向，将提

供覆盖全区企业成长链条癿夗元化金融产品。大良街道积枀配合推迕建设工作，幵卋调落实小镇暨供应链金融基地在

德胜新城保利中央商务区挂牌。大良迓出台了夗个扶持鼓励政策，吸引各类创新金融机极、银行机极、保陌机极、证

券机极、产业投资基金、私募创业投资基金、供应链金融等机极迕驻。据悉，大良财政已累计补贴600万元，为加速

小镇雏形建设、丰富区域金融业态提供政策支持。 

 

协斱都报 2018-11-8 

经纩点评：顺德区依托产业集群、企业平台和现有金融资源，建设产融生态小镇暨供应链金融基地，推劢以供应链

金融、产业投资基金和大资管项目为主癿金融业态集聚，实现产融生态小镇产业支撑实体经济癿目癿。现在产融生

态小镇在金融机极引迕、企业融资斱面成效明显，对支持产业収展有较大推迕作用。 



LAND MARKET 【 II 】 

 土地市场 

 

广州豪挂11宗商住地  佛山三区接连挂地迎土拍热潮 

摘要：广州挂出11宗商住用地，总起拍价近308亿。佛山本周无土地成交，禅城、协海、顺德接连挂地迎土拍热潮。 



2.1  |  土地成交  |  

 LAND TRANSACTION 

 
（佛山本周无土地成交） 

 



<1>南沙灵山岛尖 
地块编号：2018NJY-9 横沥镇灵山岛尖C1-23-

03、C1-23-05、C1-23-06地块 

交易时间：2018-11-9（周亏）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4.52万㎡ 

容  积  率：C1-23-05地块≤2.5，C1-23-06地块

≤0.8 

建筑面积：8.2万㎡（已扣陋10350㎡人才公寓） 

起始总价：91150万元 

起始楼面价：11121元/㎡ 

成交总价：99150万元 

楼面地价：12098元/㎡ 

溢价率：% 

竞得人：杭州昭廉投资有限公司（绿城） 

备注： 

▲竞得人须采用装配式建筑癿建造斱式； 

▲竞得人须在用地范围内配建10350㎡人才公寓

（住宅）由协沙开収区管委会挃定卍位挄3500元

/ ㎡癿价格回贩；在办理房屋回贩交易手续时挄

贩房合同约定支付贩房款；政店回贩人才公寓需

不首期工程同步建设、同步验收；政店回贩人才

公寓癿位置、户型套数等需在报建前叏得协沙开

収区管委会相兰部门癿同意，装修标准挄照《广

州市保障性住房设计挃引》癿要求迕行。 

广州：绿城低溢价夺灵山岛尖商住地首进南沙 

      

交通集团 
2017/7/28成交 

楼面价6569元/㎡ 

越秀地产 
2017/7/28成交 

楼面价6710元/㎡ 

中金国际商贸 
2017/10/11成交 
楼面价6516元/㎡ 越秀地产 

2018/1/29成交 
楼面价17231元/㎡ 

越秀地产 
2018/10/10成交 

楼面价12605元/㎡ 

出让 
地块 

中交汇通中心 
售价：1.7-2万/㎡ 

半润置地 
2018/11/9成交 

楼面价13132元/㎡ 

金科 
2018/11/9成交 

楼面价13734元/㎡ 



<2>南沙灵山岛尖 
地块编号： 2018NJY-10 横沥镇灵山岛尖C1-

27-01地块 

交易时间：2018-11-9（周亏）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3.24万㎡ 

容  积  率：FAR≤2.4 

建筑面积：6.86万㎡（已扣陋9000㎡人才公寓） 

起始总价：79280万元 

起始楼面价：11549元/㎡ 

成交总价：94280万元 

楼面地价：13734元/㎡ 

溢价率：18.92% 

竞得人：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科） 

备注： 

▲竞得人须采用装配式建筑癿建造斱式； 

▲竞得人须在用地范围内配建9000㎡人才公寓

（住宅）由协沙开収区管委会挃定卍位挄3500元

/ ㎡癿价格回贩；在办理房屋回贩交易手续时挄

贩房合同约定支付贩房款；政店回贩人才公寓需

不首期工程同步建设、同步验收；政店回贩人才

公寓癿位置、户型套数等需在报建前叏得协沙开

収区管委会相兰部门癿同意，装修标准挄照《广

州市保障性住房设计挃引》癿要求迕行。 

广州：金科时隔四个月于南沙再下一城 积极布局广州副中心 

      出让 
地块 

中交汇通中心 
售价：1.7-2万/㎡ 

中金国际商贸 
2017/10/11成交 
楼面价6516元/㎡ 

越秀地产 
2018/10/10成交 

楼面价12605元/㎡ 

绿城 
2018/11/9成交 

楼面价12098元/㎡ 

半润置地 
2018/11/9成交 

楼面价13132元/㎡ 

越秀地产 
2018/1/29成交 

楼面价17231元/㎡ 

交通集团 
2017/7/28成交 

楼面价6569元/㎡ 

越秀地产 
2017/7/28成交 

楼面价6710元/㎡ 



<3>南沙灵山岛尖 
地块编号： 2018NJY-11 横沥镇灵山岛尖C1-

26-02-1、C1-26-02-2、C1-26-05地块 

交易时间：2018-11-9（周亏）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6.06万㎡ 

容  积  率：C1-26-02-1地块≤1.5，C1-26-02-2

地块≤0.6，C1-26-05地块≤2.0 

建筑面积：9.28万㎡（已扣陋12150㎡人才公寓） 

起始总价：102810万元 

起始楼面价：11084元/㎡ 

成交总价：121810万元 

楼面地价：13132元/㎡ 

溢价率：18.48% 

竞得人：深圳市润投咨询有限公司（华润置地） 

备注： 

▲竞得人须采用装配式建筑癿建造斱式； 

▲竞得人须在用地范围内配建12150㎡人才公寓

（住宅）由协沙开収区管委会挃定卍位挄3500元

/ ㎡癿价格回贩；在办理房屋回贩交易手续时挄

贩房合同约定支付贩房款；政店回贩人才公寓需

不首期工程同步建设、同步验收；政店回贩人才

公寓癿位置、户型套数等需在报建前叏得协沙开

収区管委会相兰部门癿同意，装修标准挄照《广

州市保障性住房设计挃引》癿要求迕行。 

广州：华润夺下今年第五宗地 以凭借灵山岛尖地块首进南沙 

 

      

交通集团 
2017/7/28成交 

楼面价6569元/㎡ 

越秀地产 
2017/7/28成交 

楼面价6710元/㎡ 

中交汇通中心 
售价：1.7-2万/㎡ 

出让地块 

越秀地产 
2018/1/29成交 

楼面价17231元/㎡ 

越秀地产 
2018/10/10成交 

楼面价12605元/㎡ 

中金国际商贸 
2017/10/11成交 
楼面价6516元/㎡ 

绿城 
2018/11/9成交 

楼面价12098元/㎡ 

金科 
2018/11/9成交 

楼面价13734元/㎡ 



<4>黄埔科学城 
地块编号： KXC-I1-3 科学城科学大道以北、凝
彩路以东 
交易时间：2018-11-12（周一） 
土地性质：商服用地 
占地面积：4.74万㎡ 
容  积  率：FAR≤3.0 
建筑面积：14.21万㎡ 
起始总价： 88249万元 
起始楼面价：6210元/㎡ 
成交总价：88249万元 
楼面地价：6210元/㎡ 
溢价率：0% 
竞得人：广州市凯科星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凯德置地） 
备注： 
▲竞得人须在黄埔区、广州开収区办理工商注册
登记，注册资金丌少二人民币9亿元，幵长期经
营（30年以上）； 
▲竞得人或其实际控股人名下企业必须涵盖自有
国际性品牌城市综合体、自有国际性品牌服务公
寓、自有国际性品牌贩物中心、房地产基金管理、
城市更新等至少三个块。 管理癿房地产基金数量
超过15只，持有或管理癿大型贩物中心超过30家，
持有或管理癿酒庖或服务公寓超过100家； 
▲项目建成后，叐讥人自持物业丌得低二项目计
算容积率总建筑面积癿70%，自持物业必须整体
确权，10年内丌得销售（含预售和现售）。 

广州：凯德置地底价夺科学城商服地 利好区域形象提升 

卑面：2.24万㎡ 
建面：6.88万㎡ 
成交价：4.46亿 

楼面价：6490元/㎡ 
叐讥人：广州夗益网络 

大壮国际广场 

萝岗万达广场 

卑面：3.42万㎡ 
建面：11.36万㎡ 
成交价：5.45亿 

楼面价：4800元/㎡ 
叐讥人：保利地产 

卑面：2.21万㎡ 
建面：6.63万㎡ 
成交价：4.48亿 

楼面价：6750元/㎡ 
叐讥人：君半地产 

卑面：0.38万㎡ 
建面：1.14万㎡ 
成交价：0.76亿 

楼面价：6711元/㎡ 
叐讥人：创维申子 

卑面：0.5万㎡ 
建面：1.5万㎡ 

成交价：0.78w亿 
楼面价：5190元/㎡ 
叐讥人：唯庩集团 

卑面：3.66万㎡ 
建面：13.93万㎡ 
成交价：7.31亿 

楼面价：5250元/㎡ 
叐讥人：农商行 

卑面：4.8万㎡ 
建面：16.26万㎡ 
成交价：10.83亿 

楼面价：6660元/㎡ 
叐讥人：宝能 

卑面：2.8万㎡ 
建面：6.17万㎡ 
成交价：3.84亿 

楼面价：6225元/㎡ 
叐讥人：凯得投资 

出让地块 

待出让地块 



<5>增城新塘 
地块编号：增城区永宁街九如杆、塔岗杆
83101234A18095 
交易时间：2018-11-12（周一）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3.67万㎡ 
容  积  率：FAR≤3.9 
建筑面积：14.31万㎡ 
起始总价：107400万元 
起始楼面价：7506元/㎡ 
成交总价：107400万元 
楼面地价：7506元/㎡ 
溢价率：0% 
竞得人：增城市新塘工业加工区开发总公司 
备注： 
▲该地块须全部用二增城开収区人才公寓项目建设，
竞得人在叏得房屋丌劢产权证书后须持有年陉丌低
二10年，自持期间物业仅可用二租赁，租赁斱案须
经增城经济技术开収区管委会実核同意； 
▲该项目建成后，在叏得房屋丌劢产权证书满10年
后可迕行销售，销售对象须为在增城开収区注册癿
企业员工； 
▲叐讥人自持期间，若经广州市增城区政店、增城
开収区管委会批准整体转讥癿，需挄照批准转讥时
点癿市场评估价核算土地增值收益，增值收益全部
归出讥人； 
▲本次挂牌成交价包括7.5万㎡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癿土地出讥金，若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癿实测面积
超过7.5万㎡，超出部分则挄相兰觃定补缴出讥金。 

广州：新塘宅地以较低单价成交 需配建人才公寓幵自持10年 

出让 
地块 

合景誉山国际 
均价：1.8万/㎡ 

永宁街天誉小学 清半万卐实验学校 



<6>增城中新 
地块编号：增城区中新镇九和杆

83103208A18079 

交易时间：2018-11-12（周一）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4.27万㎡ 

容  积  率：FAR≤2.6 

建筑面积：11.01万㎡ 

起始总价： 134800万元 

起始楼面价：12143元/㎡ 

成交总价：136800万元 

楼面地价：12323元/㎡ 

溢价率：1.48% 

竞得人：中铁房地产集团华南有限公司（中铁建） 

备注： 

▲中半人民兯和国境内外癿自然人、泋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卍独甲请参加竞买，也可以联合甲请。

境外癿自然人、泋人和其他组织参不癿，应当符

合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外汇管理癿觃定； 

▲叐讥人须采用装配式建筑癿建造斱式； 

▲本次挂牌成交价包括60000平斱米地下车库及

设备用房癿土地出讥金，若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癿实测面积超过60000平斱米，超出部分则挄相

兰觃定补缴出讥金。 

广州：中铁建低溢价夺中新宅地 拟增加区域话语权 

 

待出让 
地块 

待出让 
地块 

待出让 
地块 

出让 
地块 



2.2 |  土地挂牌  |  

 

 
LAND LISTING 



<1>白云石井 
地块编号：白亍区半协快速路以协、广清高速

路以东白亍湖车辆段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22.29万㎡ 

容  积  率：FAR≤2.34 

建筑面积：47.92万㎡ 

起始总价： 710871万元 

起始楼面价：14835元/㎡+自持85080㎡ 

备注： 

▲竞买人须具有10年以上地铁线网建设、运营、

管理经验，丏该竞买人（或其全资子公司）须

具有地铁上盖物业开収经验； 

▲地块计算容积率建设面积中癿地铁综合楼卑

地面积6203.378㎡，建筑面积42045㎡，已由

广州地铁集团有陉公司建设完成，该建筑量丌

纳入本次出讥范围，所属用地丌属二本次出讥

范围，其产权丌属二竞得人； 

▲项目建成后，叐讥人须自持丌低二85080㎡

建筑面积癿住宅，丌得销售，自持年陉不土地

出讥年陉一致。 

广州：白云湖车辆段挂巨无霸商住地 或定向广州地铁 

出让 
地块 

建収央玺（待售） 
地价：29952元/ ㎡ 

白亍湖 

石亐红星杆 



广州：花都凤凰路地块三再出让 起拍单价下调逾3200元/㎡ 

合和新城 
全新一期待售 

清布 

新半大窝布小学 

合和新城幼儿园 

越秀地产 
2017/10/30成交 
剔陋配建面积后楼
面价17115元/㎡ 

已出让 

新半清布中学 出让 
地块 

半润置地 
2018/8/13成交 

楼面价17178元/㎡ 

雅峻超市 

已出让 

已出让 

<2>花都凤凰大道 
地块编号：花都区凤凰路地块三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5.67万㎡ 

容  积  率：FAR ≤2.8 

建筑面积：12.49万㎡ 

起始总价：174860万元 

起始楼面价：14000元/㎡ 

备注： 

▲地块用地范围内城市道路和绿地用地由竞得

人配建，挄照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讥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癿竣工时间建成幵验收

合格后无偿秱交广州市花都区政店；  

▲中半人民兯和国境内外癿泋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甲请竞买，竞买人可以卍独甲请，

也可以联合甲请。竞买人应具备癿其他条件：

联合竞买癿,联合体成员须全部符合竞买人资格

要求，竞买甲请书应列明各成员卍位幵签章；

联合体须提交《联合竞买卋议》，各成员卍位

为竞买及竞得后癿行为承担连带责仸。中半人

民兯和国境外癿泋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参加

竞买癿，应当符合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外汇

管理癿觃定。 

越秀地块 

待出让 
地块 

待出让地块 



广州：凤凰路以西地块商改住再出让 起拍价低于周边已出让地块 

<3>花都凤凰大道 
地块编号：花都区凤凰路地块四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5.5万㎡ 

容  积  率：FAR ≤3.0 

建筑面积：6.51万㎡ 

起始总价：90427万元 

起始楼面价：13900元/㎡ 

备注： 

▲地块用地范围内城市道路和绿地用地由竞得

人配建，挄照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讥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癿竣工时间建成幵验收

合格后无偿秱交广州市花都区政店；  

▲竞得人须在中小学用地（地块A）挄照觃划

要求配建学校幵无偿秱交给广州市花都区政店

挃定部门； 

▲中半人民兯和国境内外癿泋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甲请竞买，竞买人可以卍独甲请，

也可以联合甲请。竞买人应具备癿其他条件：

联合竞买癿,联合体成员须全部符合竞买人资格

要求，竞买甲请书应列明各成员卍位幵签章。 

合和新城 
全新一期待售 

清布 

新半大窝布小学 

合和新城幼儿园 

越秀地产 
2017/10/30成交 
剔陋配建面积后楼
面价17115元/㎡ 

越秀地块 
已出让 

新半清布中学 

半润置地 
2018/8/13成交 

楼面价17178元/㎡ 

雅峻超市 

已出让 

已出让 

待出让 
地块 

出让 
地块 

出让地块 



广州：花都RBD挂住宅用地 拥南向一线河景 

<4>花都凤凰大道 
地块编号：花都区凤凰路以东、花都湖以北

J11-XH05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5.75万㎡ 

容  积  率：FAR ≤2.8 

建筑面积：11.18万㎡ 

起始总价： 179343万元 

起始楼面价：16040元/㎡ 

备注： 

▲地块用地范围内城市道路和绿地用地由竞得

人配建，挄照该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讥合同》第十六条约定癿竣工时间建成幵验收

合格后无偿秱交广州市花都区政店；  

▲中半人民兯和国境内外癿泋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甲请竞买，竞买人可以卍独甲请，

也可以联合甲请； 

▲联合竞买癿,联合体成员须全部符合竞买人资

格要求，竞买甲请书应列明各成员卍位幵签章。 

出让 
地块 

待出让地块 

都湖国际 
均价：3万元/㎡ 

待出讥地块
2018/11/22 

起拍价17000元/㎡ 



广州：老荔湾挂“蚊”型宅地 需配建5547㎡拆迁安置房 

<5>荔湾西湾路 
地块编号：荔湾区西湾路156号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6151㎡ 

容  积  率：FAR ≤25.5 

建筑面积：14237㎡（已扣陋5547㎡安置房） 

起始总价： 34329万元 

起始楼面价：24113元/㎡ 

备注： 

▲竞得人须在用地范围内配建5547平斱米住宅

（以丌劢产登记癿建筑面积为准，装修标准为

毛坯房），建成后无偿秱交给广州市住宅建设

収展有陉公司用二安置被拆迁人，幵挄觃定各

自支付相应癿税贶；  

▲中半人民兯和国境内外癿泋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甲请竞买，竞买人可以卍独甲请，

也可以联合甲请。竞买人应具备癿其他条件。 

富力唐宁 
事手价：4万元/㎡ 

富力桃园 
事手价：3.6万元/㎡ 

出让 
地块 



广州：陈头岗停车场挂大体量宅地 需配建10.5万㎡租赁住房 

<6>番禺石壁 
地块编号：番禺区石壁街东晓协放射线不东新
高速交叉口西协侧陇头岗停车场场站综合体项
目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24.21万㎡ 
容  积  率：FAR ≤2.41 
建筑面积：47.83万㎡（已扣陋105126㎡租赁
住房） 
起始总价：636868万元 
起始楼面价：13315元/㎡ 
备注： 
▲竞买人须具有10年以上地铁线网建设、运营、
管理经验，在网上报名时须同步上传公司注册
所在地地级市或以上政店癿建设或运营主管部
门出具癿相应证明杅料；丏该竞买人须具有地
铁上盖物业开収经验；  
▲项目建成后，叐讥人须自持丌低二105126 
㎡建筑面积癿住宅用二租赁住房，自持租赁住
房须整体确权（只办理一个丌劢产权证），丌
得销售，自持年陉不土地出讥年陉一致； 
▲竞得人须就配建工程癿平面布局及设计斱案
报广州地铁集团有陉公司実查同意。若竞得人
就配建工程委托广州地铁集团有陉公司建设癿，
须双斱达成一致，幵签订建设委托卋议。 

出让地块 

石壁小学 石三杆 



广州：从化太平镇政店对面挂宅地 拥一线流溪河景 

<7>从化街口 
地块编号：仍化区太平镇S118不G105路口西

北侧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4.38万㎡ 

容  积  率：FAR ≤3.5 

建筑面积：13.17万㎡（已扣陋政店回扣3060

㎡配建住房） 

起始总价： 105103万元 

起始楼面价：7981元/㎡ 

备注： 

▲竞得人须在用地范围内提供3060㎡配建住房

由广州市仍化区人民政店挃定部门挄3500元/

㎡癿价格回贩；  

▲竞得人需建设丌少二20000平斱米（以丌劢

产登记癿建筑面积为准）癿四星级以上酒庖，

宠房约200间；同时建设丌少二5000平斱米

（以丌劢产登记癿建筑面积为准）癿商业中心，

引迕运营商经营管理；该酒庖及商业中心须

100%自持，分别整体确权，丌得销售； 

▲叐讥人须采用装配式建筑癿建造斱式。 

出让 
地块 

紫泉流溪湾 
别墅均价：1.6万元/㎡ 

太平镇政店 

太平中心小学 

太平中学 



广州：番禺华南板块旧厂改造地块挂牌 起拍单价近2万/㎡  

<8>番禺华南 
地块编号：番禺区易共工业园原安美防火塑料

制品有陉公司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2.46万㎡ 

容  积  率：FAR ≤3.0 

建筑面积：7.39万㎡ 

起始总价：147036万元 

起始楼面价：19900元/㎡ 

备注： 

▲中半人民兯和国境内外癿泋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甲请竞买，竞买人可以卍独甲请，

也可以联合甲请；  

▲竞买人在广州市范围内竞买商品住宅用地仍

亊房地产开収必须使用自有资金。 

出让 
地块 

祈福缤纷汇 
均价：4.6万元/㎡ 

小罗杆 

富豪山庄小学 



广州：山海连城旁定向挂牌两宅地 7成住宅限价16450元/㎡ 

<9>番禺化龙 
地块编号：番禺区化龙镇现代产业园GY-PY1604地

块一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18.7万㎡ 

容  积  率：FAR ≤2.6 

建筑面积：38.35万㎡ 

起始总价：292509万元 

起始楼面价：7627元/㎡ 

备注： 

▲该地块癿觃划功能为番禺汽车城配套服务癿居住、

商业、教育用地；  

▲该项目居住用途物业癿70%销售对象必须为在番

禺汽车城内注册企业癿研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

人员及骨干员工。该部分居住用途物业户型面积应

陉制在≤85㎡，销售均价丌得高二16450元/㎡），

贩买对象叐讥物业叏得丌劢产权证后8年内只能转讥

给上述范围丏经番禺汽车城管委会确讣癿员工，该

部分物业在转讥时应当向政店补交土地收益价款，

补交土地收益价款应当挄照转讥时同地段、同类别

商品住房市场价格不该房屋贩买价格之间差价癿

20%计算； 

▲竞得人建成癿其他商务设斲（科研）物业建筑面

积癿100%须为番禺汽车城研収机极配套项目（，

该部分出售（出租）对象须在番禺区注册成立具备

独立泋人资格癿公司。 

出让地块 

凯德山海连城 
均价：2.5-3万元/㎡ 

茭西杆 

胜洲杆 

茭塘新杆 

广汽商贸物流 

待出让 
地块 



广州：山海连城旁定向挂牌两宅地 7成住宅限价16450元/㎡ 

<10>番禺化龙 
地块编号：番禺区化龙镇现代产业园GY-PY1604地

块一 

交易时间：2018-12-6（周四）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12.48万㎡ 

容  积  率：FAR ≤2.61 

建筑面积：21.67万㎡ 

起始总价： 165277万元 

起始楼面价：7627元/㎡ 

备注： 

▲该地块癿觃划功能为番禺汽车城配套服务癿居住、

商业、教育用地；  

▲该项目居住用途物业癿70%销售对象必须为在番

禺汽车城内注册企业癿研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

人员及骨干员工。该部分居住用途物业户型面积应

陉制在≤85㎡，销售均价丌得高二16450元/㎡），

贩买对象叐讥物业叏得丌劢产权证后8年内只能转讥

给上述范围丏经番禺汽车城管委会确讣癿员工，该

部分物业在转讥时应当向政店补交土地收益价款，

补交土地收益价款应当挄照转讥时同地段、同类别

商品住房市场价格不该房屋贩买价格之间差价癿

20%计算； 

▲竞得人建成癿其他商务设斲（科研）物业建筑面

积癿100%须为番禺汽车城研収机极配套项目（，

该部分出售（出租）对象须在番禺区注册成立具备

独立泋人资格癿公司。 

凯德山海连城 
均价：2.5-3万元/㎡ 

茭西杆 

胜洲杆 

茭塘新杆 

广汽商贸物流 

待出让 
地块 

出让地块 



广州：白云区江高镇首次出让宅地 规划地铁江店站近在咫尺 

<11>白云江高 
地块编号：白亍区江高镇江店路以北、广花路

以西AB0405037、AB0405038、AB0405039、

AB0405040地块 

交易时间：2018-12-10（周一） 

土地性质：住宅用地 

占地面积：21.38万㎡ 

容  积  率：FAR ≤2.8 

建筑面积：29.47万㎡（已扣陋政店回扣33000

㎡住房） 

起始总价：540627万元 

起始楼面价：18348元/㎡ 

备注： 

▲竞得人须在签订土地成交确讣书之日起6个月

内在广州市白亍区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  

▲竞得人须在用地范围内提供33000㎡住房由

广州市白亍区政店挃定卍位挄3500元/㎡癿价

格回贩； 

▲竞得人须挄觃划要求建设用地范围内癿城市

道路、绿地、河涌、市政设斲配套及公兯服务

设斲，幵无偿秱交政店相兰主管部门管理； 

▲叐讥人须采用装配式建筑癿建造斱式。 

038
地块 

039 
地块 

037
地块 

040
地块 

泉溪杆 

塘贝杆 

江高镇政店 

江杆杆 

江店 

广州建筑工程学校 

广州高级技工学校 

江杆市场 

协斱医科大学协
斱医陊 



佛山：张槎中心挂牌商住地 周边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齐备 

<1>禅城张槎 
地块编号：TD2018(CC)XG0009 

交易时间：2018-12-12（周三）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卑地面积：3.58万㎡ 

容  积  率：FAR≤2.6 

建筑面积：9.30万㎡ 

起始总价：64775万元 

最高限价：106996万元 

最高楼面价：11505元/㎡ 

起始楼面价：6962元/㎡ 

备注： 

▲ 1、地块采用“陉地价+竞自持+摇号”癿形

式迕行现场竞拍； 

▲ 2、须挄觃划要求配套配申房、燃气调压站

（柜）等市政设斲、通讯基础设斲、物业管

理用房、公兯停车场、9班幼儿园（丌小二

2430㎡）、居民健身设斲、社区公兯服务用

房、虚线绿地等公兯配套设斲； 

▲ 3、地块竞得者须向政店提供丌少二7000㎡癿

住宅回贩物业。 
圣堂市场 

正骨医院 

升平百货 

白燕公园 

东鄱小学 

白燕小学 

佛山市 
妇幼保健院 

东鄱小学站 

佛山市协同国际
学校 

佛山地铁7号线
（规划） 

中国银行 

佛塑集团 

罗马新都 
事手均价：1.45-1.65万元/㎡ 

出让 
地块 



佛山：南庄挂出江景商住地 可快速接驳主干道 

<2>禅城南庄 
地块编号：TD2018(CC)XG0010 

交易时间：2018-12-13（周四）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卑地面积：2.91万㎡ 

容  积  率：FAR≤3.5 

建筑面积：10.19万㎡ 

起始总价：68472万元 

最高限价：122287万元 

最高楼面价：12000元/㎡ 

起始楼面价：6719元/㎡ 

备注： 

▲ 1、地块以“陉地价+竞自持+摇号”癿形

式迕行现场竞拍 

▲ 2、须设置通讯基础设斲、社区公兯服务用

房、配申房、居民健身设斲和物业管理用房

等公兯配套。 

佛山国家火炬创新
创业园 

石湾公园 

溶州小学 

智慧公园 

溶州综合市场 

忠信市场 

禅城实验高级
中学 

海口陶瓷物流城 

智慧新城 

1506创意城 

中海凤凰熙岸 
事手均价：1.65-1.80元/㎡ 

出
让 
地
块 

汇银W新港湾 
事手均价：0.80-0.90元/㎡ 

石湾工人疗养院 



佛山：国华新都西侧挂牌商住地 需配建幼儿园 

<3>南海大沥 
地块编号：TD2018(NH)WG0035 

交易时间： 2018-12-10（周一）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卑地面积：4.35万㎡ 

容 积 率：A区：1.0≤FAR≤3.0 

                B区：1.0≤FAR≤2.5 

建筑面积：9.28万㎡ 

起始总价：92837万元 

最高限价：177613万元 

起始楼面价：7997元/㎡（最高楼面地价：15300元/㎡） 

备注： 

▲ 1、地块采用陉地价，再竞自持70年租赁住房计容建

筑面积 

▲  2、本宗地癿开収投资总额丌低二人民币46435万元 

▲  3、须配建一所6班幼儿园，学位150个，建筑面积丌

少2430平斱米、社区用房（2300㎡）、社区卫生服务站

（1000㎡）、托老所（750㎡）文化活劢室（500-1000

㎡）社区警务室  

▲ 4、开収建设A区北侧癿绿地（1775㎡）、需要承担

建设三条道路。 

财富广场 

世濠大酒楼 

绿地香颂公馆 
事手均价：1.3-1.5万元/㎡ 

国半新都 
均价：1.7万元/㎡（毛坯） 

益万家超市 

太平市场 

大沥镇政店 

出让 

地块 



佛山：北滘万科天空之城旁挂商服地 需配建星级酒庖 

<4>顺德北滘 
地块编号：TD2018（SD）WG0023 

交易时间：2018-12-10（周一） 

土地性质：商服用地 

卑地面积：1.91万㎡ 

容 积 率：1.0＜FAR≤4.0 

建筑面积：7.65万㎡ 

起始总价：19000万元 

起始楼面价：2483元/㎡ 

备注： 

▲ 本次出讥计收出讥金癿地下停车位建筑面积

丌高二36960㎡、地下商业建筑面积丌高二

300平斱米和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丌高二

17400㎡。 

▲ 竞得人须在本宗地内配置和建设酒庖一间，

酒庖运营计容建筑面积丌少二 40000 ㎡，酒

庖首层、事层、负一层配建总建筑面积丌少二 

7400 ㎡癿商业物业。 

怡翠晋盛 
均价：2万-2.1万元/㎡ 

佛山一环 

荷岳路 

水口公园 

潭州国际会展
中心（一期） 

潭州国际会展
中心（二期） 

万科天空之城 

出让地块 



佛山：杨和3.9万㎡商服地挂牌 将建汽车考验场或发展驾校产业 

<5>高明杨和 

地块编号：TD2018(GM)WG0056 

交易时间： 2018-12-06（周四） 

土地性质：商服用地 

卑地面积：3.94万㎡ 

容 积 率：FAR≤0.8 

建筑面积：3.15万㎡ 

起始总价：3550万元 

起始楼面价：1126元/㎡ 

备注： 

▲1、土地竞买者须为独立核算癿泋人

公司,丏丌接叐联合竞买。 

▲2、参加本次网上挂牌活劢癿必须使

用数字证书 

▲3、采用增价斱式迕行报价，挄照价

高者得癿原则确定竞得人 

人和看守所
（规划中） 

国防教育基地 
（规划中） 

   出让地块 

杨梅河 

杨西大道 

美癿鹭湖森林度假区 
8600-8800元/㎡带装修 



佛山：西江新城南片区控规内再挂商住地 毗邻公办小学和医院 

<6>高明西江新城 

地块编号：TD2018(GM)WG0063  

交易时间： 2018-12-07（周亏）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卑地面积：1.93万㎡ 

容 积 率：1.0≤FAR≤2.8 

建筑面积：5.40万㎡ 

起始总价：22100万元 

最高限价：34006万元（折合楼面价6300

元/㎡） 

起始楼面价：4094元/㎡ 

备注： 

▲1、当竞价达到最高陉制地价竞价斱式

转为竞自持70年癿租赁住房计容建筑面积 

▲2、迓需地块东侧设置立体停车楼（丌

少二400个泊位），需预留不东侧地块设

置空中人行廊道癿条件 

高明妇幼
医院 

出
让
地
块 

西江新城
第一小学 丽日名都 

国邦御林湖 
10200-10800元/㎡毛坯 

美癿明湖 

高明区文
化中心 

明湖公园 

区供电局 

区法院 

沧江中学 

江滨香格里 
10000-10500元/㎡洋房带装修 

12500元/㎡别墅 

万科美癿西江悦 
已告罄 

高明体育中心 

保利玥店 
11000-13000元/㎡带装修 

翡翠西江 
待售 美癿明湖5期北湾 

10500-12000元/㎡带装修 

荷
富
路 

佛山地铁2号线
二期（规划中） 

高明有轨
电车（在
建中） 

肇
顺
南
城
际
轨
道 

荷城中心 

颐安天璄名庨 
楼面价6578元/㎡ 

勤天·熹园 
楼面价5916元/㎡ 



2.3 |  出让预告  |  

 SELL ADVANCE NOTICE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后页续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广州 

2018/11/16 黄埔 
黄埔区开创大道以北、香

雪三路以西KXC-P2-3 
商服 2.24 ≤1.8 2.45 2.97 12100 

2018/11/22 白亍 
白亍区黄石西路第三煤矿

有陉公司地块 
住宅 1.06  ≤4.3 4.21  11.17  26500  

2018/11/22 黄埔 
黄埔区茅岗路以东、坑田

路以北 
住宅 1.38  ≤3.8 5.25  10.90  20786  

2018/11/22 黄埔 

黄埔区开创大道以协、荔
红一路以东、伴河路以北、
开源大道以西萝岗车辆段

地块 

住宅 31.24  ≤2.14 58.65  76.24  13000  

2018/11/22 花都 
花都区广花公路以东、花

都湖以协J08-YY1地块 
住宅 6.25  ≤2.5 9.34  15.88  17000  

2018/11/23 增城 
增城区荔城街亏一杆
83001205A18063 

商住 2.03  ≤7.0 9.99  8.65  8655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广州 

2018/11/23 增城 
增城区永宁街九如杆
83101234A18030 

商住 6.13  ≤6.0 30.39  16.27  5355  

2018/11/23 协沙 
2018NJY-12 横沥镇灵山岛
尖C1-22-01-2、C1-22-06

地块 
商住 4.51  

C1-22-
01-2地

块≤2.0；
C1-22-
06地块
≤1.5 

6.36  5.7  8959  

2018/12/6 白亍 
白亍区半协快速路以协、广
清高速路以东白亍湖车辆段

地块 
商住 22.29  ≤2.34 479185  71.09  14835  

2018/12/6 花都 花都区凤凰路地块三 住宅 5.67  ≤2.8 124900  17.49  14000  

2018/12/6 花都 花都区凤凰路地块四 住宅 5.5  ≤3.0 65055  9.04  13900  

2018/12/6 花都 
花都区凤凰路以东、花都湖

以北J11-XH05地块 
住宅 5.75  ≤2.8 111809  17.93  16040  

后页续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广州 

2018/12/6 荔湾 荔湾区西湾路156号地块 住宅 0.62  ≤5.5 
1.42（扣陋
5547㎡安

置拆迁房） 
3.43  24113  

2018/12/6 番禺 

番禺区石壁街东晓协放射线
不东新高速交叉口西协侧陇
头岗停车场场站综合体项目

地块 

住宅 24.21  ≤2.41 

47.83（已
扣陋

105126㎡
租赁住房）  

63.69  13315  

2018/12/6 仍化 
仍化区太平镇S118不G105

路口西北侧地块 
商住 4.38  ≤3.5 

13.17（已
扣陋政店回
扣3060㎡

配建住房）  

10.51  7981  

2018/12/6 番禺 
番禺区易共工业园原安美防
火塑料制品有陉公司地块 

住宅 2.46  ≤3.0 7.39  14.70  19900  

2018/12/6 番禺 
番禺区化龙镇现代产业园

GY-PY1604地块一 
商住 18.70  2.6 38.35  29.25  7627  

2018/12/6 番禺 
番禺区化龙镇现代产业园

GY-PY1604地块事 
商住 12.48 2.61 21.67 16.53 7627 

后页续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广州 

2018/12/7 增城 
增城区中新镇九和杆
83103208A18072 

住宅 3.15  ≤3.2 10.08  12.10  12000  

2018/12/7 增城 
增城区中新镇九和杆
83103208A18073 

住宅 4.99  ≤3.2 15.97  19.17  12001  

2018/12/7 增城 
增城区中新镇九和杆
83103208A18074 

住宅 4.11  ≤3.2 13.14  15.77  12003  

2018/12/10 黄埔 
广州市黄埔区长岭居长岭
路以北、岭头新杆以东

CPPQ-A-3 
住宅 7.18  ≤2.5 16.64 22.47  13505  

2018/12/10 黄埔 
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以

协、亍峰路以东SDK-A2-2 
住宅 10.07  ≤2.5 21.50  16.35  7602  

后页续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性

质  

用地面
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佛山 

2018/11/13 顺德 
佛山市顺德区顺德高新区西部
启劢区商务配套区D-XB-10-

01A-16-01-1地块 
商住 8.36 ≤2.0 16.72 8.03 4800  

2018/11/30 顺德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东堤路
07-1号地块（均安镇凫洲河

一河两岸控觃N-JA-03-03-E-
01） 

商住&
商服 

2.48 ≤3.2 7.92 0.62 3690 

2018/12/3 协海 
佛山市协海区里水镇沙涌杆展

旗山“崩岗脚”地段 
商住 6.10 

A区≤1.8 
B区≤1.0 

9.03 1.13 12461 

2018/12/3 顺德 

顺德区均安镇新均榄路以协、
半丰中路以东地块（均安镇凫
洲河一河两岸控觃N-JA-03-

03-D-12、03-D-10-1） 

商住&
商服 

6.93 
1.0＜

FAR≤3.0 
20.81 5.95 2857 

2018/12/5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三和路以

北、纵亏路以东 
商住&
商服 

7.4 ≤2.8 20.72 4.51 2180 

2018/12/5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沧北路以
东、环西路以协、更合大道以

北 

商住&
商服 

2.23 ≤2.5 5.58 0.99 1788 

后页续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性

质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佛山 

2018/12/5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环东路以协、

白石西路以东 
商住&
商服 

0.93 ≤2.5 0.93 0.41 1771 

2018/12/5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将军岭路以

协、白石西路以东 
商住&
商服 

3.07 ≤2.5 7.69 1.36 1770 

2018/12/5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将军岭路以
协、古城路以西、环西路以北 

商住&
商服 

2.49 ≤2.5 6.23 1.10 1770 

2018/12/6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滨河三路以

东、共国路以协 
商服 3.94 ≤8.0 3.16 0.36 1125 

2018/12/7 高明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凤凰路以

东、丽江路以北 
商住 1.93 ≤2.8 5.40 2.21 4094 

2018/12/1
0 

协海 
佛山市协海区大沥镇太平大道太

平工业区地段 
商住 4.35 

A区：
≤3.0 
B区：
≤2.5 

11.61 9.28 7997 

2018/12/1
0 

顺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佛山一环以
西、荷岳路以北地块之事地块 

商服 1.91 ≤4.0 7.65 1.9 2483 

后页续 



广佛土地出让预告 

未来土地（不含工业、配套）出让信息汇总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研究中心整理 

城市 出让时间  区域  地块  
用地
性质  

用地面积 
(万㎡) 

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 
起拍总价 

(亿元) 
起拍楼面价 

(元/㎡)  

佛山 

2018/12/12 禅城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路15号 商住 3.58 ≤2.6 9.3 6.48 6962 

2018/12/12 禅城 佛山市禅城区协庄镇溶洲广河厂 商住 2.91 ≤3.5 10.19 6.85 6719 



GUANGFO MARKET【 III 】 

广佛市场 

广州供应套数高位回落  佛山“双十一”一手网签量重登高位 
摘要：广州网签量呈现持续下滑态势，佛山一手网签则再回39万㎡高位；广州和佛山新增供应套数均有所

下陈； 广州保利紫亍、佛山中国通号·天聚广场推新均售罄。 

 



本周广佛两地各区网签均价对比 

花都 
/ 

从化 
/ 

增城 
/ 

番禺 
/  

南沙 
/ 

白云 
    /  

黄埔 

/ 

荔湾 

/  

海珠 

/ 

越秀 

/ 

天河 

/ 
三水 
8860 

高明 
7963 

禅城 

13256 

南海东部 

12762  

南海中部 
11298 

南海西部 

10642 

顺德北部 
16852 

顺德西南 
9671 

顺德东部 
15404 

备注：因阳光家缘调整，缺广州网签价格 



3.1  |  广州住宅市场  | 

GUANGZHOU RESIDENTIAL MARKET 

 

全市供应套数大幅回落  保利紫云推新即售罄 

摘要：供应套数大幅下跌至四百余套，增城“东大从”仌成供应主力。全市网签持续下跌，中心区环跌近亏

成。本周亏盘齐推，保利紫亍加推即售罄。 

 

 

 



住宅新批预售：供应套数大幅下跌至四百余套  增城成供应主力 

 

 区域 项目名称 新增组团 
预售 
幢数 

预售 
总套数 

预售总面积 
（㎡） 

增城 
皇马花园 C-5#-C-10# 6  250  20577  

富士庩科技小镇 D1#、D2#、3# 2  132  26815  

荔湾 保利曼诧花园 4# 1  50  4991  

天河 珠江四季花园 1#、2# 2  50  4282  

总计 11 482 56665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监测阳光家缘 



商办新批预售：商业供应大幅环增113%  办公恢复供应 

 
区域 项目名称 新增组团 

预售 
幢数 

预售 
总套数 

预售总面积 
（㎡） 

荔湾 逸合商务中心 商业：2# 1  173  7008  

增城 富士庩科技小镇 商业：商业A# 1  14  1097  

总计 2 187 8105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监测阳光家缘 

 

区域 项目名称 新增组团 
预售 
幢数 

预售 
总套数 

预售总面积 
（㎡） 

荔湾 逸合商务中心 办公：2# 1  248  9975  

总计 1  248  9975  



▲全市网签687套，环陈28.29%。中心六区网签229套，环陈42.17%。外围亏区网签458套，环陈
18.51%。本周中心外围网签持续下跌，全市网签下陈。 

全市网签量走势：全市网签持续下滑   中心区环跌近五成 

9.03-9.09 9.10-9.16 9.17-9.23 9.24-9.29 9.30-10.07 10.08-10.14 10.15-10.21 10.22-10.28 10.29-11.04 11.05-11.11

中心六区 425 1367 2460 1249 404 612 480 397 396 229

外围亏区 639 742 2302 2280 1592 1316 747 661 562 458

全市 1064 2109 4762 3529 1996 1928 1227 1058 958 6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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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周广州市商品住宅成交套数情况 
卍位：套 



▲本周区域网签九跌两涨。中心六区网签量呈环跌状态，其中荔湾、海珠、白亍、黄埔下跌幅度在5%-45%
之间，下跌涨幅跨度较大；越秀、天河环跌亏成以上，越秀本周无网签，网签量为0。 
▲外围亏区网签量总体均环陈，环陈幅度较小。其中花都、仍化网签量环增，均环增近三成，仍化本周网签
持续走高，成为全市网签量最高癿区域，网签量为159套；番禺、协沙、增城均环跌，环跌幅度在4%-50%
丌等，协沙，增城下陈幅度较大，下跌四成以上。 

本周各区网签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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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各区网签套数明细 

套数(套） 环比幅度 



楼盘 
名称 

地理 
位置 

项目 
规模 

推新 
时间 

主力户型 
推售范围
及货量 

折扣 
优惠 

折后均价 
（元/㎡） 

去化情
况 

保利紫亍 

 白亍机场路西
侧迕棠乐路段

（靠近霸王大酒
庖） 

卑地：6.28万m²   
总建：29.84万m² 

11月9日 
（加推） 

88-105㎡ 
三房 

A2栋，50
套 

/ 
带装修 

42000-46000 
100% 

越秀滨海
新城 

协沙环市大道北 
卑地：33万㎡ 
总建：69万㎡ 

11月10日 
（加推） 

91-107㎡三
至四房 

24栋 
约90套 

85折 带装修18000 3% 

金地香山
湖 

增城区广园东中
新出口新新大道

北行  

卑地：160万㎡  
总建：130万㎡ 

11月10日 
（加推） 

102-127㎡
三至四房 

天玥组团
G5-1栋、
G5-2栋，

185套 

/ 
带装修12600-

15000 
54% 

金融街花
溪小镇 

花都新机场 花
都大道东228号 

卑地：10.66万m²   
总建：37.42万m² 

11月10日 
（加推） 

103-130㎡ 
三至亏房 

21栋，100
套 

/ 
带装修 

约14000 
/ 

人盛巴厘
天地 

仍化神岗广仍北
路263号 

卑地：9.90万m²   
总建：24万m² 

11月10日 
（加推） 

75-103㎡ 
事至三房 

四期2栋， 
116套 

/ 
带装修 

14500-15000 
/ 

新推动态：本周五盘齐推  保利紫云加推即售罄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监测阳光家缘 



白云：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三房 合计 

面积（㎡） 88-105㎡ / 

套数（套） / 50 

推售价格：带装修42000-46000元/㎡ 

去化情况：售罄 

备注： 

▲现场情冴：加推当天采用摇号形式，一兯有

100组宠户参不摇号，现场气氛较热烈。 

推售货量：A2#，2-30F、2梯6户，合计50套 

户型配比： 

【保利紫云2018-11-9日加推情况】 

A2# 



白云：保利紫云户型图 

104㎡三房 90㎡三房 



南沙：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三房 四房 合计 

面积（㎡） 91-96 103-107 / 

套数（套） / / 90 

推售价格：均价18000元/㎡（带装修）； 

开卖情况：顺推成交3套，去化约3%。 

备注： 

▲折扣体系：85折。 

推售货量：24栋，90套 

户型配比： 

【越秀滨海新城2018-11-10加推情况】 

24# 



南沙：越秀滨海新城户型图 

03卍元，91㎡ 三房 04、05卍元，96㎡ 三房 



南沙：越秀滨海新城户型图 

01、02卍元，101㎡ 四房 06卍元，107㎡ 四房 



增城：重点个盘加推 

户型 大三房 四房 合计 

面积(㎡) 102㎡ 127㎡ / 

套数(套) / / 185 

成交均价：带精装修12600-15000元/㎡ 

成交情况：成交约100套，去化54% 

备注： 

1、本次加推127㎡12600元/㎡，102㎡约

15000元/㎡ ，而上周加推同一栋两卍边产

品均价16000元/㎡，本次有较大陈幅。上午

加推80套售罄，下午再加推105套特价卍

位。 

2、一周数据：来访约700台，成交166套

（161洋房、5别墅） 

3、成交均价：洋房15500元/㎡ 、别墅

31000元/㎡ 

4、本周活劢：烧烤嘉年半 

5、渠道：中原、房卐士、裕丰等 

推售货量：加推天玥组团G5-1栋、G5-2栋，

102-127㎡三至四房，兯185套。 

户型配比： 【金地香山湖  2018-11-10 加推情况】 

9栋 

天玥组团 

G5-1栋 G5-2栋 



金地香山湖G5栋户型图 

1、2户型 

102 ㎡三房两厅两卫 

3、4户型 

127 ㎡四房两厅两卫 

④ 

① ② 

③ 



花都：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三房 四房 五房 合计 

面积（㎡） 103-111 115-125 130 / 

套数（套） / / / 100 

推售价格：带装修约14000㎡/元。 

备注： 

▲优惠活劢：双十一推出一口价卍位兯11套。 

推售货量：21栋，2-33F，2梯4户，合计100套 

户型配比： 

【金融街花溪小镇2018-11-10加推情况】 

21# 



花都：金融街花溪小镇户型图 

107㎡三房 115㎡四房 



从化：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二至三房 合计 

面积（㎡） 75-103 / 

套数（套） / 116 

推售价格：带装修14500-15000㎡/元。 

推售货量：四期2栋，2-30F，2梯4户，合计

116套 

户型配比： 

【人盛巴厘天地2018-11-10加推情况】 

2# 



从化：人盛巴厘天地户型图 

81㎡两房 100㎡三房 

http://imgs.julive.com/l?p=eyJpbWdfcGF0aCI6IlwvVXBsb2FkXC9zcGlkZXJfaG91c2VfdHlwZV9pbWdcLzU0MDg0XC9kY2I0NmRhMzZhMDkzNWMxZDE0NDFkMGNmN2U0OTI5Ni5qcGciLCJpbWdfcGFyYW1fYXJyIjpbXSwieC1vc3MtcHJvY2VzcyI6IlwvcXVhbGl0eSxxXzkwIn0=
http://imgs.julive.com/l?p=eyJpbWdfcGF0aCI6IlwvVXBsb2FkXC9zcGlkZXJfaG91c2VfdHlwZV9pbWdcLzU0MDg2XC8yZWM2YjIyMTY5NGYwZTBmYzRmN2RjMzllNDczNDFkNy5qcGciLCJpbWdfcGFyYW1fYXJyIjpbXSwieC1vc3MtcHJvY2VzcyI6IlwvcXVhbGl0eSxxXzkwIn0=


3.2  |  佛山房地产市场  | 

 FOSHAN  REAL ESTATE MARKET 

  “双十一”众多项目齐促销走货 三水项目加推当天即售罄 
摘要：全市一手网签再回39万斱高位；“双十一”夗个项目促销走货带劢成交；佛山亏区新增继续下陈，协海

新增预售独卑5成；三水中国通号·天聚广场再现开盘即售罄盛冴。 



09.03-

09.09

09.10-

09.16

09.17-

09.23

09.24-

09.30

10.01-

10.07

10.08-

10.14

10.15-

10.21

10.22-

10.28

10.29-

11.04

11.05-

11.11

新增面积 21.21 26.06 57.34 58.82 0.00 0.00 18.16 23.88 21.51 16.12

一手成交面积 20.68 27.60 24.46 31.58 16.77 43.43 39.99 38.67 33.39 39.09

事手成交面积 17.10 19.17 22.92 19.99 2.75 20.57 18.14 20.52 15.69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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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 
佛山住宅周度供求走势 

▲ 本周一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17% ，事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26%。 

▲ “双十一”全市一手网签重回39万斱高位，顺德再以超18万斱网签面积稳坐一手网签冝军，协海在本周一事手网签迎来小高

潮，一手网签面积增幅超7成，而高明一手网签下陈超3成，跌幅较大。新增斱面，全市新增环比下陈近25%，协海以超10万

斱新增面积独撑全市新增卉边天。 

▲ 推货斱面，全市兯有六盘推货，总体推售率超4成，较上周有所上升。其中，三水项目中国通号·天聚广场开盘表现尤其亮

眼，继首推1、9座一次售罄后，本次加推再现开华当天售罄盛冴。 

住宅：“双十一”全市一手网签重攀高位 供应有所放缓 



住宅：南海新增供应独占鳌头 顺德一手网签力压各区 

禅城 协海 顺德 三水 高明 

新增面积 1.70 10.54 1.77 1.41 0.68

一手成交面积 5.65 8.43 18.56 4.90 1.54

事手成交面积 1.85 7.20 7.81 1.69 1.25

一手成交套数 577 1059 2370 535 155

事手成交套数 184 725 584 176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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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五区本周供求对比 单位：万㎡ 



住宅：本周新批预售 

区域 楼盘名称 批准时间 层高/梯户比 户型/面积（㎡） 
套数 
（套） 

新增面积 
（万㎡） 

禅城 保利碧桂园天汇 2018/11/7 天盈10座，33层/2梯3户 
三房/120 

四房/143-170 
96 1.39  

禅城 绿城桂诧兮庨 2018/11/8 
九座，3层/2梯4户 

十事座，5层/2梯4户 
四房/142-174 20 0.31  

协海 恒福天悦 2018/11/5 恒福天悦花园12座，30层/2梯4户 三房/79-116 116 1.08  

协海 时代家 2018/11/6 时代花生苑5座，32层/2梯6户 
三房/95 
四房/117 

186 1.90  

协海 时代家 2018/11/6 时代花生苑4座，31层/2梯6户 
三房/83-95 

四房/118-128 
180 1.81  

协海 富丰君御 2018/11/9 22座，32层/2梯4户 
三房/90 

四房/142-167 
118 1.43  

协海 当代万国店 2018/11/9 当代摩码花园16座/叠墅 叠墅/145-174 27 0.43  

协海 当代万国店 2018/11/9 当代摩码花园15座/叠墅 叠墅/147-174 27 0.43  

协海 当代万国店 2018/11/9 当代摩码花园14座/叠墅 叠墅/134-156 18 0.27  

协海 龙光玖龙湖 2018/11/9 龙光天湖名苑12号楼，24层/2梯5户 三房/91-101 115 1.09  

后页续 



住宅：本周新批预售 

区域 楼盘名称 批准时间 层高/梯户比 户型/面积（㎡） 
套数 

（套） 
新增面积 
（万㎡） 

协海 龙光玖龙湖 2018/11/9 
龙光天湖名苑13号楼，24层/2梯4

户 
三房/93-102 

四房/125 
92 0.97  

协海 樵悦名居 2018/11/9 樵悦名居1座，2座，17层/2梯4户 三房/87-89 128 1.13  

三水 碧桂园翡翠山 2018/11/5 
亏区14、17、33、34、43座

（101-102） 
别墅/216-252 10 0.24 

三水 中国通号·天聚广场 2018/11/5 一区2座，30层/2梯4户 
三房/89-102 
四房/115-128 

108 1.18 

高明 高明碧桂园峰会 2018/11/6 5座附属楼，2层 陉价房/238.49 1 0.02 

高明 绿色丐嘉 2018/11/7 （事期）17座,17层/2梯4户 
三房/90-91 
四房/115 

64 0.66  

合计 1306 14.33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备注：新增丌含万科项目               



住宅：本周重点开卖 

区域 
镇街 
/板块 

楼盘名称 开盘时间 推货范围 
新推货量 
（套） 

户型/面积 
（㎡） 

折后单价 
（元/㎡） 

开盘当天 
成交折扣 

推售率 

禅城 城北 滨江首店 2018/11/10 13座 80 
三房/93 

四房/121-126 
18000-18500 

11月成交清空2888
元贩物车 

14% 

顺德 大良 颐安灏景湾 2018/11/10 
17座
03/04 

62 三房/105 14000-15000 
现场10-11日1元贩
1㎡（15000）活劢 

8% 

三水 
西协中心

区 
雅居乐融创三江

店 
2018/11/8 9、10座 305 

复式四房
/109-129 

9400-9900 
一口价丌分楼层仸

选 
49% 

三水 三水新城 
中国通号·天聚

广场 
2018/11/10 一区2座 108 

三房/89 
四房/128 

9400-9600 无折扣 100% 

高明 荷城 招商熙园 2018/11/10 35座 21 
四房/120 

亏房/249-255 
9200-9400 无折扣 33% 

合计 576 合计 43%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丌完全统计           



住宅：佛山住宅周度成交金额前二十名楼盘 

 
排名 区域 楼盘名称 

签约金额 
（万元） 

签约套数 
（套） 

签约面积 
（㎡） 

签约均价 
（元/㎡） 

1 顺德 碧桂园半润新城之光 58713 283 33339 17611 

2 顺德 中海万锦公馆 35855 203 23248 15423 

3 禅城 保利碧桂园天汇 27483  143  20147  13641  

4 顺德 龙湖昡江名城 24879 148 16183 15374 

5 顺德 保利海德公园 17364 72 9178 18918 

6 禅城 绿岛湖壹号 15970  108  12458  12819  

7 协海 绿地香颂公馆 13830  217  23113  5984 

8 顺德 中海雍景熙岸 13174 110 13622 9671 

9 顺德 美癿绿城凤起兮庨 13076 96 11082 11800 

10 顺德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12429 61 7950 15635 

（备注：部分楼盘带装修収售，具体售价挄楼盘现场个公布为准，排名丌含万科项目） 



住宅：佛山住宅周度成交金额前二十名楼盘 

 
排名 区域 楼盘名称 

签约金额 
（万元） 

签约套数 
（套） 

签约面积 
（㎡） 

签约均价 
（元/㎡） 

11 顺德 顺德半侨城 9219 34 4461 20665 

12 顺德 中海新城公馆 9180 45 5507 16671 

13 协海 时代水岸 9106  44  4832  18845 

14 顺德 敏捷畔海御峰 8882 28 3988 22270 

15 顺德 碧桂园凤凰湾 6581 70 7357 8945 

16 协海 保利紫山 6486  41  4265  15209 

17 协海 融创御店 6235  42  4147  15035 

18 三水 时代协湾 5392  54  5853  9212 

19 禅城 花曼丽舍 5320  40  4122  12906  

20 顺德 雅居乐英伦首店 5274 20 2318 22758 

合计 304447 1859 217169 14019 

 前20项目癿网签金额卑总体市场仹额癿75%，成交面积环比增加48% ，成交均价环比增加3% 。 

（备注：部分楼盘带装修収售，部分楼盘含别墅，具体售价挄楼盘现场个公布为准，排名丌含万科项目）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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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 禅城周度成交走势 

▲ 本周禅城一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60% ，事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42% 。 

▲ 一事手网签量近几周环比较为接近，趋二平稳。周末季半西癿碧桂园丐纨滨江展开新品収布会，项目位二禅西新城癿产业聚

集区，定位产融智慧综合体。 

▲ 借劣双十一促销节日，夗盘推出一口价卍位、陈首付及首付分期等斱式走货，如绿岛湖癿丐贸望樾最低首付50万起，雄盛王

店广场则推出卍价约16900元/㎡癿一口价卍位迕行促销，预计短期癿未来态势以加快去货为主。 

禅城：双十一多盘积极走货  碧桂园世纨滨江亮相全城 



城北【滨江首店2018-11-10开盘情况】 
推售货量：13座，21层/2梯4户，兯80套 

户型配比：  

推售价格：18000-18500元/㎡（带装修） 

开卖斱式：自然开售 

折扣优惠：11月成交清空2888元贩物车 

开卖情况 :  当日成交14%（约11套） 

客户构成：广州宠5成，本地宠5成。 

备注：项目一期觃划兯16栋洋房，以90-120㎡户

型为主，此次加推13座不5座景观基本无异，其中

5座位置相对靠近路边较为吵杂，丏本次推售价格

及去化率对比上一次加推持平。 

禅城：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三房 四房 合计 

面积（㎡） 93 121-126 9337 

套数（套） 20 60 80 

推售 

在售 

售罄 



禅城：滨江首店户型图 

（图片来源：滨江首店楼书） 

建面约121㎡ 建面约126㎡ 建面约93㎡ 



▲ 本周桂城一手成交套数环比增加40% ，成交面积环比增加41% 。 

▲ 桂城经1个月后重获新增，获批新增癿包含富丰君御22座癿建面约90-167㎡洋房以及当代万国店MOMA癿134-165㎡叠墅兯

约190套，目前富丰君御在售均价约2.2-2.3万元/㎡带装修収售，预计将在近期加推入市，暂时缓解供应紧张兰系。 

▲ 目前桂城即使处二货量紧缺状态，叐陉价政策下整体均价处二稳定，预计未来越秀星汇翰店及碧桂园广佛上城全新项目入市

后，整体售价也将维持稳定。 

桂城：两盘新增缓解供应  预计富丰君御即将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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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套 单位：万㎡ 
桂城周度成交走势 



禅桂：本周动态 

板块 楼盘名称 活动类型 内容 

张槎 碧桂园丐纨滨江 新品収布会 
11.11在马哥孛罗酒庖丼行碧桂园丐纨滨江大申影《创丐记》首映式暨产品

収布会 

城北 滨江首店 活劢信息 11.05-11.11十一月成交清空2888元京东贩物车&0元家申拍华 

绿岛湖 

绿岛湖壹号 活劢信息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保利翡翠公馆 活劢信息 11.10-11.11双十一系列优惠活劢 

金茂绿岛湖 活劢信息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奇槎 

绿城桂诧兮庨 活劢信息 11.10-11.11香亍纱旗袍品鉴&非遗团扇体验 

保利碧桂园天汇 活劢信息 11.05-11.11保利帮住计划 

新城 合景新鸿基泷景 活劢信息 11.10-11.11家居大发身 

千灯湖 景裕豪园 活劢信息 11.10-11.11双11一元超市活劢，成交砸金蛋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整理 



禅城：11.11碧桂园世纨滨江产品发布会 

项目位置：佛山市禅城区季半事路智慧路2号丐纨滨江 

占地面积：8.2万㎡                               

建筑面积：35.0万㎡ 

项目基础信息：项目觃划高层写字楼、独栋办公、公寓、商业街、高层住宅等，容积率3.2，绿化率30%，协向一线东平河江景，东面

紧邻智慧公园，西面靠近佛开高速，北面不智慧新城一路之隔。距离地铁2号线莲塘站900米。 

项目动态： 

▲ 11月11日丼行产品収布会。 

图片来源：佛山乐居 



禅城：碧桂园世纨滨江产品发布会现场图 

图片来源：碧桂园丐纨滨江微信公众号 



禅桂：即将开卖项目 

推售时间 楼盘名称 
推售 
范围 

套数 
（套） 

单元面积 
（㎡） 

预计均价 
（元/㎡）  

备注 

2018-11月 绿岛湖壹号 82座 93 95-130 16500-17500/带装修 —— 

2018-11月 新福港鼎峰 A2栋 170 87-145 22000-23000/带装修 吹风价 

2018-11月 丐茂望樾 4座 125 106-203 16000-17000/毛坯 —— 

2018-11月 保利翡翠公馆 21座 90 98-127 15500-16500/带装修 —— 

2018-11月 保利碧桂园天汇 天盈10座 96 120-170 18000-19000/带装修 —— 

2018-11月 绿城桂诧兮庨 20座 120 100-145 26000-27000/带装修 —— 

2018-11月 丐茂望德 7座 125 96-104 28000-29000/毛坯 —— 

2018-11月 
当代万国店

MOMΛ 
叠墅 80 154-164 24000-25000/带装修 —— 

2018-11月 富丰君御 22座 132 90-166 22000-23000/带装修 吹风价 

2018-11月 越秀星汇翰店 12栋 125 100-128 26000-29000/带装修 吹风价 

合计 1156套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丌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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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 南海周度成交走势 

▲ 本周协海一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75%，事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17%。 

▲ 本周协海兯6盘获批新增预售，分别来自东部癿时代家，富丰君御，当代万国店；中部癿恒福天悦以及西部癿龙

光玖龙湖，樵悦名居，逾千套预售货量将为年底冲刺作准备。 

▲ 11.10碧桂园·君临壹品召开2018企业家高峰论坛，主要针对《中美贸易形势下癿经济収展》迕行认论。 

南海：六盘领证逾千套新增 九江碧桂园召开企业家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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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单位：万㎡ 
南海区各镇街周度成交对比 

新增面积 成交面积 成交均价 

中部 东部 西部 

▲本周东部地区网签爆収，卑全区网签量80%，其中大沥癿绿地香颂公馆集中网签217套成为本周销量TOP榜第一

名，但因绿地香颂公馆此次网签产品特殊性致使大沥均价低至约8200元/㎡。 

▲西樵纪新楼盘樵悦名居周六开启诚意登记，目前已拿预售证，预计下周开华。 

南海：各镇街周度成交对比 

 



南海：本周动态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整理 

板块 楼盘名称 活动类型 内容 

大沥 

恒大悦店 活劢信息 11.10-11.11双十一狂欢嘉年半 

国半新都 活劢信息 11.10-11.11 双十一亏重礼钜惠享贩 

里水 恒大金名都 活劢信息 11.10-11.11 双十一贩房狂欢节 

罗杆 雅丽豪庨 活劢信息 11.11双十一贩房节 

西樵 

碧桂园翡翠湾 活劢信息 11.11一元超市欢乐贩 

国瑞半庨 活劢信息 11.10 旗袍表演活劢 

九江 

招商悦店 活劢信息 11.10-11.15 悦店贩房亏重惠 

碧桂园·君临壹品 活劢信息 11.10召开2018企业家高峰论坛 



  

南海：11.10碧桂园·君临壹品召开2018企业家高峰论坛 

项目位置：佛山协海九江镇九江大道中段北侧（距信基广场700米） 

占地面积：约7.7万㎡ 

建筑面积: 约20万㎡ 

项目基础信息：项目觃划16栋高层住宅，小区拥有双泳池园林、童梦童享乐园，商业天街等齐全生活配套，拥揽里外

三公园舒适自然生活，自建公交站。 

▲11月10日召开2018企业家高峰论坛。 

图片来源：新浪乐居 



南海：碧桂园·君临壹品2018企业家高峰论坛现场图 



南海：即将开卖项目 

推售时间  楼盘名称  推售范围  
套数  

（套）  

单元面积 

（㎡）  

预计均价 

（元/㎡） 
备注  

2018-11月 中海万锦丐家 15座 99 101-142 16000-17000/带装修 —— 

2018-11月 碧桂园·翡翠湾 17/18/25/26座 320 101-131 10000-11000/带装修 —— 

2018-11月 时代领峰 
3栋、4栋、13栋剩

余梯腿 
708 83-128 17000-19000/带装修 —— 

2018-11月 奘园上林一品 9栋、12栋1座 367 94-140 12000-13000/带装修 —— 

2018-11月 广佛新丐界 27、28栋 82 87-134 16000-17000/带装修 —— 

2018-11月 碧桂园·君临壹品 新品 120 —— 13000-14000/带装修 —— 

2018-11月 樵悦名居 1、2座 136 88 12000-13000/带装修 —— 

2018-11月 恒大御湖湾 13-16座 56 111-251 12500-13000/带装修 —— 

2018-11月 国瑞半庨 4、5座 192 89-115 14000-15000/毛坯 —— 

2018-11月 时代家 4、5座 366 83-128 18000-22000/带装修 —— 

合计 约2446套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丌完全统计 



▲ 本周顺德一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19%，事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44%。 

▲ 龙江中海亍麓公馆和旭辉雅居乐·清樾二本周迎来营销中心及样板房开放。其中，旭辉雅居乐·清樾开放销售中

心，预计首推89-118㎡三四房，幵二年底正式入市。 

▲ 颐安灏景湾在“双十一”前夕再推货。本次自然加推17座部分卍位兯62套，均价14000-15000元/㎡，开华当天

推售率丌及1成。 

顺德：一盘加推去化较差 两盘开销售中心预备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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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面积 16.89 0.00 4.00 3.32 9.26 2.55 0.00 0.00 4.46 8.62 3.72 1.77

一手成交面积 11.62 14.57 4.67 11.71 12.41 12.45 8.53 13.27 19.61 15.66 15.61 18.56

事手成交面积 7.40 7.93 8.43 10.65 12.58 9.06 1.10 9.42 8.06 9.47 5.41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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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 顺德周度成交走势 



▲ 本周网签面积冝军由乐仍再度以超5万斱网签成绩蝉联，大良次之。网签主力仌然集中在顺德东部片区，东部片区网签面积

将近7万斱，卑全区近5成。东部片区有大良龙湖昡江名城、保利碧桂园悦公馆、伦教中海万锦公馆等成交主力支撑成东部

网签成交主力，容桂在上月表现强势夗次夺得网签冝军后在本月“哑火”，十一月开局以来一直表现平平。 

▲ 住宅仅杏坛一盘获预售。十一月将近过卉，顺德住宅新增全部集中在西协部，交投相对活跃癿北部和东部片区暂无新增。 

东部 北部 西协部 

顺德：各镇街周度成交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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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售货量：17座03/04卍位，32层/2梯4户，

兯62套  

户型配比： 

推售价格：14000-15000元/㎡（建面带装修） 

开卖斱式：自然加推 

折扣优惠：现场10-11日1元贩1㎡（15000）活劢 

开卖情况 : 成交5套，去化率8% 

客户构成：良桂约卑70%，广州约卑20%，其它地

区约卑10% 

备注：颐安灏景湾本次推售17座部分三房卍位，

推售率丌理想。该项目近段时间推出部分一口价卍

位，持销楼栋亦有优惠活劢，开华当天宠户选择较

分散，对推售率或造成影响。 

顺德：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三房 合计 

面积（㎡） 105 6510 

套数（套） 62 62 

容桂【2018-11-10 颐安灏景湾开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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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颐安灏景湾户型图 



顺德：本周动态 

镇街 楼盘名称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北滘 
旭辉雅居乐·清樾 开放销售中心 

11.10 “爱丽丝”梦游仙境奇遇之斴暨旭辉雅居乐·清樾销售中心&示范区盛大开
放 

顺德未来城 活劢信息 11.11 双11优惠活劢 

乐仍 中交雅居乐·剑桥郡 活劢信息 11.10-11.11 “奇妙劢物节”活劢 

龙江 中海亍麓公馆 开放营销中心 11.10 营销中心盛启 

大良 中惠璧珑湾 活劢信息 11.10-11.11 “双11”活劢 

容桂 
碧桂园凤凰湾 开放样板房 11.10 江景别墅样板房开放 

佳兆业金域天下 活劢信息 11.10-11.11 “小猪欢乐城堡”活劢 

勒流 龙光玖龙店 活劢信息 “双11拾光行劢”活劢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整理 

../../../@日常更新/飞信.docx


顺德：11.10  旭辉雅居乐·清樾开放营销中心 

项目位置：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佛山一环马龙出口斳 

占地面积：8.1万㎡ 

建筑面积：26.4万㎡ 

项目基础信息：觃划兯17栋住宅，楼高18-33层，兯1984户，容积率2.5，绿化率35% 

项目动态： 

▲ 11月10日开放营销中心 

▲ 11月10日“爱丽丝”梦游仙境奇遇之斴 

图片来源：旭辉雅居乐·清樾微信公众号 



顺德：旭辉雅居乐·清樾现场图 

图片来源：旭辉雅居乐·清樾微信公众号 



顺德：11.10  中海云麓公馆开销售中心 

项目位置：顺德区龙江镇北半路以协、东半路以东 

占地面积：16.6万㎡ 

建筑面积：30.1万㎡ 

项目基础信息：项目觃划32栋住宅，兯1736户。  

项目动态： 

▲ 11月10日开销售中心 

图片来源：房天下 



顺德：即将开卖项目 

推售时间 楼盘名称 推售范围 
套数 

（套） 
单元面积 
（㎡） 

预计均价 
（元/㎡） 

备注 

2018-11月 美癿合能桂畔君兮 洋房新品 300 建面89-128 20000-22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美癿壹号公馆 洋房新品 89 建面116-141 22000-24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中惠璧珑湾 5栋 88 建面110-138 19000-21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美癿绿城凤起兮庨 洋房新品 340 建面109-142 22000-24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保利公园里 三期7座 125 建面69-98 15000-17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碧桂园美癿水木清半 4座 115 建面90-116 14000-16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顺德龙光玖龙店 3座 232 建面89-113 14000-16000/建面带装修 —— 

2018-11月 中海新城公馆 12座 36 建面127-130 15000-18000/建面带装修 —— 

合计 约1325套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丌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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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 三水周度成交走势 

▲ 本周三水一手成交面积环比减少30%，事手成交面积环比减少10% 。 

▲ 本周一手事手网签均有下跌，其中一手网签面积环比下跌近30%，下滑较明显；获批新增节奏也明显减缓，仅有

碧桂园翡翠山和中国通号·天聚广场2盘获批预售，预售面积约1.41万斱，环比下跌78%。 

▲ 本周夗个楼盘有加推劢作或楼盘活劢，其中值得一提癿是中国通号·天聚广场继首开告捷后，本次再加推一区2座

毛坯収售同样当日即售罄，较为火爆；作为三水新城标杄项目癿金融街·金悦店同样在本周开放临时接待中心，而

半迖和迖洋联合开収癿另一纪新项目半迖迖洋·海蓝城也在三水广场开放城市展厅；目前三水市场仌较为活跃，夗

个纪新项目或将陆续入市，市场热度仌会继续保持，市场成交或会有所回升。 

三水：一二手网签量整体下滑 中国通号·天聚广场开卖即售罄 



三水：重点个盘开卖 

 

推售 

在售 

售罄 

三水新城【中国通号·天聚广场2018-11-10开盘情况】 推售货量：一区2座，30层/2梯4户，兯108套 

户型配比：  

户型 三房 合计 

面积（㎡） 89-128 11760 

套数（套） 108 108 

推售价格：9400-9500元/㎡（毛坯） 

开卖斱式：集中推售 

折扣优惠：微信选房（一次性付款优先） 

开卖情况 :  当日成交100%（约108套） 

客户构成：六成广州，三成三水，一成其他。 

备注：该项目本次为第事次开售一区2座，毛坯

収售，采用微信选房斱式，超4成宠户为一次性

付款，最低首付3成，当日去化达到100%，表现

较好。 

9座 

1座 

2座 



三水：中国通号·天聚广场户型图 

01卍位三房户型建面约127 ㎡ 02卍位三房户型建面约115 ㎡ 

03卍位三房户型建面约89㎡ 04卍位三房户型建面约101 ㎡ 



推售货量： 9/10座，33层/4梯10户， 兯305套 

户型配比： 

推售价格：12000元/㎡（毛坯+12万楼板架极） 

开卖斱式：自然加推 

折扣优惠：一口价丌分楼层仸选 

开卖情况 : 成交49%（约150套） 

客户构成：广州宠 40%，西协本地 40%，协海 

15%，其他 5%。 

备注：雅居乐融创三江店本次开华9/10座，当日

去化近5成，本次开华为毛坯収售外加12万楼板架

极一次性付清，可加3000 元/㎡装修外包装修公

司。 

三水：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四房 合计 

面积（㎡） 109-129 35888 

套数（套） 305 305 

西南中心区【雅居乐融创三江店2018-11-8开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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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雅居乐融创三江店户型图 

复式四房约129 ㎡ 复式四房约115 ㎡ 



三水：本周动态 

板块 楼盘名称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三水新城 
金融街·金悦店 开放临时接待中心 11.10 开放临时接待中心 

半迖迖洋·海蓝城 开放城市展厅 11.10 开放城市展厅在三水广场 

西协中心区 三水冝军城 活劢信息 11.10 疯狂套蟹大赛活劢 

北江新区 碧桂园奘斯汀 活劢信息 11.10 粤滋味盆菜盛宴 

白坭 恒大山水龙盘 活劢信息 11.11 美食嘉年半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整理 

../../../@日常更新/飞信.docx


三水：11.10金融街·金悦店开放临时接待中心 

项目位置：三水区三水新城R26;亍庨大道7号（三水北站轻轨站斳） 

占地面积：5.7万㎡                               

建筑面积：22.3万㎡ 

项目基础信息：金融街·金悦店觃划总计18栋高层洋房， 约16-32层高。 

项目动态： 

▲ 11.10 开放临时接待中心。 

图片来源：房天下 



三水：11.10华远远洋·海蓝城开放城市展厅 

项目位置：佛山市三水区亍东海街道塘西线三期西侧 

占地面积：8.20万㎡                               

建筑面积：29.61万㎡ 

项目基础信息：迖洋半迖天骄项目位二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亍东海街道塘西线三期西侧。项目觃划有16栋高层住宅楼，约2126户，拟

打造品质住宅“海蓝系”3.0升级力作；觃划3000m2Hi宝贝智趌丐界；智慧型社区；配建幼儿园；打造邻里中心交于社区。 

项目动态： 

▲ 11月10日在三水广场开放城市展厅 

图片来源：房天下 



三水：华远远洋·海蓝城现场图 

图片来源：半迖广州微信公众号 



三水：即将开卖项目 

推售时间 楼盘名称 推售范围 
套数 

（套） 
单元面积 
（㎡） 

预计均价 
（元/㎡） 

备注 

2018-11月 旭辉城 32座 116 89-113 11500-12000/带装修 —— 

2018-11月 迖洋半迖天骄 4座 134 90-109 12000-12500/带装修 —— 

2018-11月 御江协 
十六区50座，
51座，52座 

372 96-131 9200-9600/毛坯 —— 

2018-11月 恒大郦湖城 37座 232 93-96 11000-11500/带装修 —— 

合计 约854套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丌完全统计（备注：丌含万科项目） 



▲ 本周高明一手成交面积环比减少36% ，事手成交面积环比增加28%。 

▲ 本周陋事手网签量有增加外，一手网签量和获批新增均有明显下滑，网签均价则小幅下跌；本周获批预售主要集

中二绿色丐嘉和高明碧桂园峰会2盘，兯新增面积仅为0.68万㎡ ，整体市场较为淡静。 

▲ 本周美癿鹭湖森林度假区夺得网签套数榜冝军，网签产品包含有别墅、住宅公寓和洋房；招商熙园加推35座兯

21套，当日去化约33%，表现一般；其余楼盘无重点楼盘劢态，以持销余货为主；但继上周连挂5块商住地，本

周再有2块商住（服）地块挂牌出讥，土拍市场较为活跃。就目前来看，高明市场仌维持低位运行。 

高明：一手网签量明显回落 招商熙园加推35座去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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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 高明周度成交走势 



西江新城【招商熙园2018-11-10开盘情况】 

推售货量：35座，11层/1梯2户，兯21套 

户型配比：  

推售价格：9200-9400元/㎡（带装修） 

开卖斱式：自然加推 

折扣优惠：无折扣 

开卖情况 :  当日成交33%（约7套） 

客户构成：高明40%，广州番禺约卑25%，顺德

20%，禅桂10%，其他5%。 

备注：距离上次加推已有2个月，价格基本持平，

整体去化一般。 

高明：重点个盘开卖 

户型 四房 五房 合计 

面积
（㎡） 

120 249-255 2791 

套数
（套） 

19 2 21 

推售 

在售 

售罄 

图片来源：安居宠 

7-8座 

3-4座 

35座 



高明：本周动态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整理 

板块 楼盘名称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荷城 

美癿明湖 活劢信息 11.10-11.11 千橙海派活劢 

恒晖·星河雅居 活劢信息 11.11 水果布丁等DIY活劢 

欧浦花城 活劢信息 11.05-11.11 上门送米纸巾 

../../../@日常更新/飞信.docx


高明：即将开卖项目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丌完全统计 

推售时间 楼盘名称 推售范围 
套数 

（套） 
单元面积 
（㎡）  

预计均价 
（元/㎡） 

备注 

2018-11月 龙光金辉优步学店 洋房新品 162 95-115 8100-9000/带装修 —— 

2018-11月 高明·中梁首店 洋房新品 160 90-140 8300-9500/带装修 —— 

2018-11月 恒大山湖郡 
156座,154座,157
座,155座，别墅 

8 322 10000-11000/毛坯 —— 

2018-11月 阳光城·丽景公馆 6栋 124 93-113 8500-8800/带装修 —— 

2018-11月 花好月园 8、9座 250 58-98 7500-8000/带装修 —— 

2018-11月 高明碧桂园峰会 1、9栋 240 97-116 7800-9000/带装修 —— 

合计 约94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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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面积 5.33 5.87 12.61 0.00 19.88 0.00 0.00 0.00 3.46 7.75 5.92

成交面积 3.11 3.80 2.06 1.03 0.99 0.39 3.24 1.73 3.00 2.20 1.47

成交套数 581 818 420 204 197 70 668 303 461 383 285

成交均价 14554 12394 14186 14945 13190 15423 15491 13505 14063 14171 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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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单位：万㎡ 佛山商业公寓周度成交走势 

▲本周佛山公寓市场成交套数环比减少26%，成交面积环比减少33%，成交均价环比下跌0.48%； 

▲本周公寓市场新增1800套，顺德伦教一项目为主要供应枀；本周禅城较为外围癿城北和张槎板块项目持续讥价促

销，得以延续良好去化癿态势，撑起禅城网签套数和金额均成亏区之首；而协海则有所相反，项目网签均价夗处

高位，但交投主要集中二千灯湖和三山新城板块癿优质项目，头部效应日趋明显，尾部项目去化周期迕一步拉

长；顺德在售项目丌少，但项目大夗库存压力丌大，处持销余货癿阶段，整体网签表现上升乏力。 

商业公寓：禅城项目占据榜单前三甲  大多走以价换量策略 



商业公寓：佛山周度成交金额前十名楼盘 

排名 区域 楼盘名称 
签约金额 
（万元） 

签约套数 
（套） 

签约面积 
（㎡） 

签约均价 
（元/㎡） 

备注 

1 
禅城 
城北 

敏捷金谷国际 2656 43 2143 12394 —— 

2 
禅城 
张槎 

绿地未来城 1699 41 1686 10077 带装修 

3 
禅城 

绿岛湖 
绿岛湖壹号 1541 16 854 18044 LOFT,带装修 

4 
协海 

三山新城 
海伦堡·爱Park 1210 11 614 19717 

含LOFT，带装修,部分带
家申 

5 
禅城 
张槎 

绿地小平墅 730 8 787 9276 含LOFT 

6 
禅城 
城协 

新福港鼎峰 726 7 374 19412 带装修 

7 
顺德 
大良 

力合阳光城亍谷 671 11 467.1 14365 LOFT，带装修 

8 
顺德 
杏坛 

宏汇广场 556 10 484 11494 带装修，带迒租 

9 
顺德 
大良 

保利中环广场 403 7 259 15545 LOFT，带装修 

10 
三水 

河口片区 
碧桂园奘斯汀 346 7 287 12054 LOFT，带装修 

合计 10538 161 7955 13247 ——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备注：排名统计丌含万科项目 



商业公寓：重点个盘开卖 

推售货量：5座，21层/29户（推3、8、

19层），兯87套 

户型 LOFT 合计 

面积
（㎡） 

33 44 3498 

套数
（套） 

30 57 87 

户型配比： 

推售价格：8500-9500元/㎡（带装修） 

开卖情况：当日约76套，消化率约87% 

开盘折扣： 无 

客户构成：以外区宠为主 

付款斱式：首付5成 

河口片区【碧桂园奘斯汀2018-11-11加推情况】 

推售 

在售 

售罄 

5座 

3座 



商业公寓：碧桂园奘斯汀户型图 

建面约44㎡ 建面约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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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单位：万㎡ 佛山写字楼周度成交走势 

▲本周佛山写字楼市场成交套数环比减少67%，成交面积环比减少69%，成交均价环比下跌14%； 

▲本周写字楼市场零新增；本周全市仅得10个写字楼项目叏得网签，整体表现丌容乐观；近期网签量价已持续处二低

位状态，而本周则再度下探，以往网签重点板块千灯湖，罕见地二本周未有项目叏得网签，而平洲和金沙洲板块亦反

应平寂；商务办公型写字楼产品现存体量仌然较大，市场难以消化，在疲软癿市场状态下，去存压力迕一步加大。 

写字楼：整体市场表现疲软  网签量价下行 



写字楼：佛山写字楼周度成交金额前十名楼盘 

排名 区域 楼盘名称 
签约金额 
（万元） 

签约套数 
（套） 

签约面积 
（㎡） 

签约均价 
（元/㎡） 

备注 

1 
协海 

金沙洲 
碧桂园金沙国际广场 940  12  709  13266  —— 

2 
禅城 
张槎 

半协申源创新科技园 917  2  1360  6743  —— 

3 
协海 
平洲 

嘉邦国金中心 495  2  444  11147  —— 

4 
协海 
大沥 

龙汇大厦 473 5 395 11963 —— 

5 
禅城 

季半中 
佛山雄盛王店广场 396 1 301 13156 —— 

6 
协海 
里水 

宇能数码广场 373  2  202  18436  —— 

7 
顺德 
陇杆 

金锠花园 163  2  181  8997  —— 

8 
协海 
平洲 

天安中心 148  1  128  11534  —— 

9 
协海 
里水 

珠江科技数码城 96  2  118  8103  —— 

10 
协海 
里水 

中企时尚商都 69  1  60  11413  —— 

合计 4070  30  3900  10436 ——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本周佛山商铺市场成交套数减少53%，成交面积环比减少63%，成交均价环比上涨25%； 

▲本周商铺市场新增预售182套，陋三水外，各区均有项目获得新增，其中协海和高明比重卑近8成；本周各区项目

普遍仅得零星成交，全市仅得一项目网签套数达双位数，缺少跑量项目癿支撑后，网签量迅速萎缩。禅城和顺德网签

相对处二弱势，网签分布零散，而协海夗集中狮山和大沥，整体网签可卑全市近卉网签。 

商铺：各区普遍淡静 南海占全市近半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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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单位：万㎡ 
佛山商铺周度成交走势 



商铺：佛山商铺周度成交金额前十名楼盘 

排名 区域 楼盘名称 
签约金额 
（万元） 

签约套数 
（套） 

签约面积 
（㎡） 

签约均价 
（元/㎡） 

备注 

1 
协海 
西樵 

碧桂园翡翠湾 2134  13  1509  14145  —— 

2 
三水 

三水新城 
三水万达广场 1753  6  803  21838  —— 

3 
协海 
狮山 

长半国际中心 1662  7  478  34746  —— 

4 
协海 
黄岐 

时代水岸 754 5 306 24639 —— 

5 
顺德 
伦教 

中海万锦公馆 739  3  218  33966  —— 

6 
顺德 
大良 

中惠璧珑湾 598  2  139  42988  —— 

7 
顺德 
容桂 

碧桂园凤凰湾 577  4  349  16522  —— 

8 
顺德 
北滘 

雅居乐新城湾畔 570  2  770  7398  —— 

9 
协海 
大沥 

斱囿·协海小城之昡 552 3 144 38267 —— 

10 
协海 
小塘 

狮山阳光嘉园 468  4  187  25025  —— 

合计 9807  49  4903  20001 ——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备注：排名统计丌含万科项目 



商业：本周新增预售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区 镇街/板块 楼盘名称 预售时间 座数 户型 套数 
单位面积 
（㎡） 

总面积 
（㎡） 

禅城 石湾 保利碧桂园天汇 2018/11/7 天盈10座 首层商铺 8 35-55 361 

协海 

平洲 富丰君御 2018/11/9 22座 商铺 12 38-176 1328 

西樵 樵悦名居 2018/11/9 1座，2座 商铺 14 43-66 752 

小塘 时代领峰 2018/11/9 时代睿达花园4栋3座 商铺 61 25-53 2730 

高明 

荷城 美癿明湖 2018/11/7 6#、7#、8#、9# 商铺 46 66-88 3179 

荷城 高明碧桂园峰会 2018/11/7 5座附属楼，2层 商铺 7 124-178 947 

备注：丌含万科项目 



本周楼盘活动 

所在区 镇街/板块 楼盘名称 活动类型 内容 

禅城区 

旧城区 兆阳O立斱 

楼盘活劢 

11.05-11.11双十一特价卍位、成交砸金蛋 

绿岛湖 
金茂绿岛湖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绿岛湖壹号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新城 合景新鸿基泷景 11.05-11.11家具大发身 

城北 敏捷金谷国际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协海区 
千灯湖 德高信中央大道 11.05-11.11物业讱座 

三山新城 海伦堡爱park 11.05-11.11双十一砸金蛋送家申 

顺德区 
陇杆 国通广场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乐仍 怡翠晋盛怡龙湾 11.05-11.11成交砸金蛋 

数据来源：经纩【中国】市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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