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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总结  Summary

l 政策市场：国庆前夕限售新政来袭，2天6城限售

9月22日~23日，西安、重庆、南昌、南宁、长沙、贵阳、石家庄、武汉等8个城市密集出台楼市调控措施。其中，除西安、武汉外，其

余城市实施了限售。截至9月27日，共有46个城出台限售政策，其中15个城市不限购。未来很可能继续有城市升级限售政策。 

l 土地市场：优质地块扎堆供应，成交迎来井喷 ，中交地产30.6亿竞得顺德两宗地块为首次进军佛山市场

进入金九旺季，土地市场也呈现火爆局面，全市新增供应商住用地33.66万㎡，土地成交54.2万㎡，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攀升至868%，而

楼面地价与去年同期下滑11%。其中土地成交主力来自顺德区，占全市土地成交的56%。

l 住宅市场：市场量跌价稳，库存707万㎡，去化周期延长至6.2个月

9月，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195.8万㎡，环比上涨46%，同比上涨5% ；

9月，佛山新建商品住宅成交87.8万㎡，环比下降17%，同比减少67% ；

9月，佛山楼市成交均价为10075元/㎡，环比下降2%，同比下降6% 。

l 下月推新情况：10月预计共有64盘推新，南海和顺德区为新推主力

            2017年10月，佛山市场约有64个项目进行推新，其中有26个纯新盘占比38.23%，占比相较去年10月增长了15%。顺德区凭借23盘

的比数，反超了一直领跑的南海，禅城继续保持平稳推货节奏，位列第三；三水高明9大纯新盘来袭，引人关注。



01 市场资讯
l宏观动态
l行业动态
l城建动态



p 中国8月通胀超预期：CPI同比增长1.8%，PPI同比增长6.3%
8月，CPI同比上涨1.8%，创今年次高水平，预期 1.6%，前值 1.4%；环比上涨0.4%，上涨主要是受到鸡蛋和鲜菜价

格上涨推动。PPI同比上涨6.3%，预期 5.7%，前值 5.5%；环比上涨0.9%，主要因钢材、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解读：自16年11月起，上游PPI价格指数一路狂飙，连续多月并未带动下游CPI上扬，7、8月有所改观。7-8月基建投

资和出口金额增速放缓，出口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人民币升值承压；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有所上扬。

p 公开操作仍指向稳定资金面，下半年流动性将稳中趋缓
9月6日，央行时隔近三月重启200亿元28天逆回购操作；9月7日央行超量续作一年期2980亿元MLF操作，当日有

1695亿元MLF到期。

解读：利于形成“长短搭配”资金投放局面，既可缓解9月季末资金敏感点，又可释放中期资金，以期稳定市场资金面。

p 8月份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环比下降或持平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并对于公布数据进行了解读：1.15个一线和热点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或持平，同比涨幅全部回落；2. 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下降，二三线城市涨幅回

落；3. 70个大中城市中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均比上月有所回落。

解读：8月份，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作用下，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延续稳定态

势。从环比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或持平；从同比看，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均继续比上月回落，回落幅度在1.3至6.6个

百分点之间.



p  广东省“三旧”改造税收指引出台 将改造分为九种模式
        9月6日，由省地方税务局、省国家税务局、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制定的《广东省“三旧”改造税收指引》正式出

台。 《指引》基于每种模式的典型案例，梳理“三旧”改造过程中涉及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相关税务处理事项，用于指导“三旧”改造项目的涉税管理。

         解读：该《指引》的正式出台是一场“及时雨”，对切实解决“三旧”改造配套税收政策难题、给开发企业以

明确预期有重要指导作用。

p 顺德国土局：9671元/㎡以上商品住宅需轮候网签
9月13日，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在网络发言人平台回应：顺德区房价调控目标为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

不高于9671元，即销售单价高于9671元/平方米的商品住宅均需轮候网签，且只有在全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低于967

1元/平方米时，才可根据具体的单元房号及具体的销售价格，适当放开某个单元的网签。

解读：目前，五区均对新建商品房网签价格进行了限制。例如禅城区和南海区分别限制1.3万元/平方米和1万

余元/平方米的限制价格，三水等区域也有各自限制标准。限制网签是房价调控措施之一，目的在于遏制我区房价过快

上涨，减少高房价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p  广州将收紧个人消费贷 严禁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联合发布《关于消费贷管理、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

房地产市场》的通知。这就意味着，广州的消费贷将被彻底收紧。 

         解读：短期消费性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可能与地产销售密不可分。地产销售仍在增长，但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房

贷额度逐渐受限，部分居民购房贷款或借道短期消费贷款完成，导致居民短贷的高增长。



p 以三山和陈村为突破口 南顺率先探索佛山创新集聚区建设
9月6日，佛山市召开加快建设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佛山将重点在毗邻广州南站的禅、

南、顺接壤区域，集中整合禅城奇槎、南海三山、顺德北部片区等约93平方公里的范围，打造具有高端水平、体现佛

山特色的创新集聚区。 8月底，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率领考察团赴顺德考察学习，双方签订了《区域

合作框架协议》。

解读：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炒作下，各区域争相加紧推进跨区联合合作，务求增大自身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区域

发展，而对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打造一环创新圈必须突出重点，发挥毗邻广州的佛山区位优势。

p 南海新交通试验段地下盾构隧道全线贯通
9月13日，从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施工的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地下盾

构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建成后，市民可根据情况进行广佛线换乘、广佛江珠城际换乘、佛山6号线换乘、佛山4号线

换乘、及佛山2号线换乘，最终通过地铁与广州南站对接。

解读：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作为横穿南海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将应对组团式城市结构需要的多层次公共

交通出行需求，通过交通引导城市发展和空间扩展。



新闻摘要：9月22日~23日，西安、重庆、南昌、南宁、长沙、贵阳、石家庄、武汉等8个城市密集出

台楼市调控措施。其中，除西安、武汉外，其余城市实施了限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45个

城市发布了楼市“限售令”。
图：六城限售政策公布：

 南宁、重庆、南昌规定商品住宅在取得不动产

权证满2年后方可转让；

 贵阳、长沙要求商品住宅在取得不动产权证满3

年后方可转让；

 石家庄要求新购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

房）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

政策梳理：

作为二线城市的佛山，会是下一个出台限售政策的城市吗？



新闻摘要：9月30日，新增4个城市出台政策调控，宁波两年禁售+北海第三套五年禁售+青岛严控地

价+福建出台新政：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年内启动。

p 宁波两年禁售
9月30日晚间，宁波正式宣布限购升级。外地户籍在市区如不能提供3年内连续24个月社保或个税单，暂停购房资格。此外，市

区内新购买的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2年后方可转让，购买时间以交易合同网签时间为准。今天2017年10月1日开始实行。

p 北海第三套五年禁售
        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补充通知》（北建房[2017]232号），通知明确：

新购买第三套及以上商品住房需取得不动权属证书满5年后方可转让；非北海本市户籍的外地人不得在北海市辖区（不含合浦县、铁山港

区）范围内购买第二套住房。

p 青岛严控地价

      通知要求，严格控制住宅用地价格；认真落实住建部、国土部的要求，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住宅用地土地总价、土地或楼面单价新

高，严防高价地扰乱市场预期；要建立和完善土地招拍挂出让限价机制，确保地价水平稳定。

p  福建出台新政：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年内启动
       近日，福建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八条措施》，通过加强商品房预售监管、完善土地出让方式控制楼面地价上

涨、年内启动一批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并实现常态化供应、增加租赁住房供应、扩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三年基本完成棚户区改造、

督促开发企业按照土地合同约定开竣工、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等八条措施，坚决遏制部分地方房价不合理上涨、过快上涨，

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



分析：截至9月30日，共有48城出台限售政策，在最新一波城市加入后，限售已呈现由外溢投资需求较大的东部核心都市圈周

边城市区域。向房价仍上涨较快的中西部城市蔓延。政府此次措施，无疑又再次强调“房子只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决心。

中长期来看，“锁盘”为楼市加稳定器，降低楼市过热炒作风险。稳定房价预期，可能利好一手房出货。

政策 出台城市

新购住房须取得不动产证
满2年方可转让

厦门、福州、广州、青岛、福州
长乐、福州闽侯、保定徐水、常

州、东莞、扬州、海南（个人）、
济南、芜湖、承德、嘉兴、无锡、
北海、南宁、徐州、六安、南宁、

南昌、重庆、宁波

新购住房须取得不动产证
满3年方可转让

珠海、惠州、成都、郑州、南京、
开封、张家口、贵阳长沙

新购住房须取得不动产证
满5年方可转让 石家庄

企业购买商品住房需满3
年方可交易 北京、杭州、海南（法人）

非本地户籍购买一手房/
二手房3年内不得上市交

易
启东

第三套及以上商品住房需
购满5年后方可转让 北海

非本地户籍购买住宅5年
内不得转让 保定白沟新城



02 一级市场
l整体商住地块月度供求价情况
l各区商住地块月度供求价情况
l下月重点地块出让情况



注：出让面积为占地面积

分项 指标 同比 环比

供应面积 33.66万㎡ ↓22% ↓52%

成交面积 54.2万㎡ ↑868% ↑87%

成交金额 97.52亿元 ↑437% ↑76%

楼面地价 5499元/㎡ ↓11% ↓15%

2017年9月佛山全市商住用地供求情况

2017年1-9月佛山全市商住用地供求情况

分项 指标 同比

供应面积 387.8万㎡ ↑59%

成交面积 355.51万㎡ ↑81%

成交金额 683.66元 ↑88%

数据来源：佛山五区国土局

      进入金九旺季，土地市场也呈现火爆局面，由于上月有不少地块推出，因而本月全市商住用地成交

迎来井喷，达54.2万㎡，环比↑87%；供应面积为33.66万㎡，环比↓52%，楼面地价为5499元/㎡，

环比↓15%。9月到期招拍的商住地均集中在顺德和三水区镇街为主，成交地价有所下滑，但地块优越，

其中不乏相连地块，引来众多房企的争夺，包括万科、金地、保利、龙光，恒大以及首入佛山市场的中

交地产。

优质地块扎堆供应，开发商拿地热情持续，成交迎来井喷



2017年9月佛山各区商住用地供求情况对比

分项 年份 禅城 南海 顺德 三水 高明

供应面积
（万㎡）

指标 0 11.7 9.07 6.58 6.31

环比变化 —— ↑76% ↓77% ↓146% ↑30%

成交面积
（万㎡）

指标 2.79 6.65 30.27 9.63 4.86

环比变化 —— ↓22％ ↑242% ↑67% ↓18%

楼面地价
（元/㎡）

指标 12171 1644 6894 2706 4918

环比变化 —— —— ↓16% ↓60% ↓19%

溢价率 指标 30％ 0% 66% 43% 44%

       本月五区新增出让地块主要集中为南海区，环比↑76%，而顺德和三水区由于上月出让地块较多，

本月供应有所下降，分别环比↓ 77%和↓ 146％。成交方面，顺德区成为榜首，环比↑242% ，成交

主要集中乐从镇街；而禅城区本月老城板块有一宗优质地块成交，楼面地价过万，成为本月成交楼面地

价之首。

顺德三水区引领土地成交热潮，禅城中心板块楼面地价破万

数据来源：佛山五区国土局



成交时间 地块位置 地块
性质

占地
（㎡）

容积
率

出让底价
（万元）

成交总价
（万元）

楼面地价
（元/㎡） 竞得者

禅城区

2017-9-06 同济西路北、汾江中路西侧 居住 27914.2 3.8 99400

129100
10000㎡

配建34%自持
10年

名义12171
折合15600 保利置业

南海区

2017-9-07 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B区 商服 15129 ≥4.0且
≤5.3 16854 16854 2102 海天

2017-9-08 丹灶镇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工业 20630.6 2.0 1244 1244 301 舒驰容器
顺德区

2017-9-04 顺德西部生态产业启动区商务配套
区 商住 58785.66 ≥1.0且

≤2.5 70543 143000 9730 恒大

2017-9-04 顺德西部生态产业启动区商务配套
区 商住 38420.89 ≥1.0且

≤2.0 36885 77000 10021 美的

2017-9-05 乐从镇新桂路以西、藤湖路以北地
块 工业 69319.89 ≥1.0且

≤2.8 8493 8493 408 科荟生物

三水区

2017-9-08 三水工业园区D区12号 工业 159866.7 ≥0.8且
≤2.0 8400 8400 263 兴发铝业

2017-9-08 芦苞镇福绵东路7号 工业 33302.29 2.0 1800 1800 270 博萨汽车
备注：折合楼面地价已包含无偿配建住房3000元/㎡的配建成本并且可售面积扣除了无偿配建住房的面积 数据来源：佛山五区国土局

p本月品牌房企仍为拿地主力，其中中海20.1亿砍获顺德两宗地块，金融街11.7亿首次抢进佛山三水市场。



成交时间 地块位置 地块
性质

占地
（㎡） 容积率 出让底价

（万元）
成交总价
（万元）

楼面地价
（元/㎡） 竞得者

三水区

2017-9-08 三水工业园区D区12号 工业 159866.7 ≥0.8且
≤2.0 8400 8400 263 兴发铝业

2017-9-08 芦苞镇福绵东路7号 工业 33302.29 2.0 1800 1800 270 博萨汽车

2017-9-14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漫江大道以东、
乐华高管以南 商住 45398.8 ≥1.0且

≤2.5 13620 20430 1864 南海南力

2017-9-29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城区“大
岗” 商住 50913.27 ≥1.0且

≤2.5 31820 44720 3513 金地

高明区

2017-9
－06

更合大道以东、沧江河以西地块二 工业 10904.1 3.0 347 347 106.1 恒安达新材
料

更合大道以东、沧江河以西地块一 工业 17153.42 3.0 550 550 106.9 百洋饲料

更合镇小洞工业区 工业 16850.99 3.0 519 519 102.7 利德嘉陶瓷
制釉

西江新城苏河路以东、明国路以北 商住 25368.65 ≥1.0且
≤2.8 34300 44750.3

3000㎡配建
名义6300
折合6710 深圳矩创

2017-9-
13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明富路以北、
富湾小学以南 商住 23275.42 ≥1.0且

≤2.5 9950 18800 3231 深圳龙光

接上表



禅城旧城
地块

成交时间 2017.09.06

地块位置 同济西路北侧、汾江中路西侧

地块性质 商住

占地面积 2.8万㎡

容积率 3.8

建筑面积 约10.6万㎡

自持住房面积 34%（3.27万㎡）10年

出让底价 99400万元

成交总价 129100万元

溢价率 30%

楼面地价 13750元/㎡

竞得者 保利置业

分析 l 交通设施：距离同济地铁站百米、公交车站
l 周边配套：汾江中学、佛山金马剧院、荣山中学、

同济小学、鸿业小学、百花广场、佛山体育馆、
皇冠假日酒店等

l 周边项目：缺乏新住宅项目在售

保利置业12.91亿竞得原佛科院地块，自持34%建面＋1万㎡配建，楼面价
13750元/㎡



成交时间 2017.09。06

地块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苏河路以东、明国路以北

地块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服用地）

占地面积 25368.65㎡

容积率 2.8

建筑面积 71032 万㎡（配建3000㎡）

出让底价 34300万元

成交总价 44750.3万元

溢价率 36%

楼面地价 6710元/㎡

竞得者 深圳矩创

分析 l 周边配套：高明体育中心，沧江中学、明湖公园
l 交通配套：距离规划中的佛山地铁2号线二期荷

城站步行距离约700米左右
l 周边项目：美的西海岸、樵顺嘉园、丽日名都等

大型成熟楼盘。

深圳矩创4.47亿拿下西江新城2.5万㎡靓地 ，楼面价6710元/㎡

出让
地块

明湖公园

美的明湖

丽日名都
妇幼保健院

西江悦

勤天汇地块

美的西海岸
沧江中学

高明体育中心

美的地块保利地块

地块

荷
富
路



万科拿下顺德潭州湾地标综合体项目，周边居住氛围浓厚，未来商业发展前景巨大。
成交时间 2017.09.18

地块位置 顺德区会展大道以南、会展中路以西

地块性质 商业

占地面积 94673.31万㎡

容积率 4.5

建筑面积 约39万㎡

出让底价 57810万元

成交总价 135810万元

溢价率 123%

楼面地价 3477元/㎡

竞得者 万科地产

分析 项目规划将建集五星级酒店、商务酒店、写字楼
及商业综合体于一体的综合体，商业体量巨大，
发展前景期待。而交通配套方面未来规划佛山地
铁3号线及会展中心站、规划新型公共交通及其
站点，交通路网发达。



成交时间 2017.09.27

地块位置 ①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以东、创富二路以北地块
②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新桂路以东、创富二路以南地块

地块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批发零售用地、住宿餐饮用地

占地面积 地块一：5.1万㎡  地块二：6万㎡

容积率 2.8

建筑面积 地块一：14.2万㎡（配建5700㎡）地块二：16.8万㎡

出让底价 地块一：106453万元  地块二：126296万元

成交总价 306131万元

溢价率 地块一：53%  地块二：19%

楼面地价 地块一：11460元/㎡  地块二：8908元/㎡

竞得者 中交地产

分析 l 地块位于乐从南部，毗邻云商物流园、和乐国际办公家
具城，周边家具产业集聚。除了大闸华湖市场、大闸公
园、大闸学校外，周边生活配套有限。

l 目前，地块周边并无任何新盘在售，纵观整个乐从版块，
所售项目主要集中在乐从以北，且大多处于尾盘状态。

中交地产首入佛山 超30.6亿斩获乐从两块靓地

创富二路以北地
块创富二路以南地

大闸华湖市场

钢铁
世界

瑞冬
商场

汇龙工业大厦

红星美凯龙

鹭洲小
学

佛
奥
湾

星光
新翼

物联创
智谷

乐从国际家
私城



成交时间 2017.09.29

地块位置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城区"大岗"（土名）

地块性质 商住

占地面积 5.09万㎡

容积率 >1.0且≤2. 5

建筑面积 约12.7万㎡

自持住房面积 ——

出让底价 31820万元

成交总价 44720万元

溢价率 40.5%

楼面地价 3513元/㎡

竞得者 金地地产

分析 l 距离大塘镇政府行车距离仅1.5公里，可以满足
基本的生活需求，但附近大型商业配套有所欠缺

l 周边配套：大布沙工业园、美乐居家私广场、万
豪广场、万豪酒店

l 周边项目：缺乏新住宅项目在售

金地近4.5亿竞得三水大塘5万方地，折合楼面价3513元/平

地
块

恒大地块
楼面价：3812元/㎡

莱福水岸城邦

大塘镇政府

大塘文化广场

大塘广场

大塘中心广场

大塘实验幼儿园



数据来源：佛山五区国土局

出让时间 地块位置 地块
性质

占地
（㎡） 容积率 出让底价

（万元）
楼面地价
（元/㎡）

南海区

2017-10-10 南海区桂城街平西社区上海桥北工业区
地段 商住 117051.7 ≥1.5且

≤3.5 500000 12205

顺德区

2017-10-16 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东乐路以南、创智
路以东地块 商住 62647.92 A区≤4.5

B区≤5.5 38434 1586 

2017-10-16 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碧桂
路以东、东乐路以南地块 商住 55473.97 A、B区

≤3.0 25595 1538 

2017-10-24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04-B-06
地块 居住 5390.83 ＞1.0 且

≤1.2 4852 7500

2017-10-26 佛山市顺德区顺德新城创智城片区东乐
路以南、创智路以西地块 商住 64944.44 ＞1.0 且

≤2.5 121434 7479

2017-10-27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新齐宁路东侧1号
地块 商住 20379.18 ＞1.0 且

≤2.5 30569 6000

2017-10-27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新齐宁路东侧2号
地块 商住 45432.28 ＞1.0 且

≤2.8 76327 6000 

三水区
2017-10-11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城区9号 商住 56424.71 ≤2.5 51000 3615 
2017-10-19 乐平镇新城区C区14号 商住 65828.33 2.7 57300 3224

高明区

2017-10-11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经一路以东、合和
大道以南 商服 19716.73 2.8 4635 940

2017-10-13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西大道以东、三
和路以北 商住 43353.96 ＞1.0 且

≤3.0 24712 1900

p10月全市将有11宗商住地块到期招拍挂，主要集中在顺德区，而三水区一宗地块为早前金地操作失误而重新出让。



整体供求
本月整体土地市场呈现量升价跌态势，由于上月有不少地块推出，因
而本月全市商住用地成交迎来井喷，达54.2万㎡，环比↑87%；供应面
积为33.66万㎡，环比↓52%，楼面地价为5499元/㎡，环比↓15%。

各区成交
本月五区均有成交，其中顺德区成交5宗商住地块，成交量环比
↑242%，溢价率达到66%，成为本月成交量榜首，其中2宗地块被中
交竞得，并是其首次进入佛山市场。

下月出让 10月全市将有11宗商住地块到期招拍挂，其中顺德区占宗数及地块体
量较多，为6宗，出让面积达25.43万㎡ 。



03 二级市场
l佛山整体住宅市场供求价情况
l佛山五区住宅市场供求价及库存情况
l各区住宅市场供求价情况

注：因黄金周放假原因，克尔瑞统计数据只统计到9月24日



p 9月，佛山新增商住预售面积约195.8万㎡，环比上涨46%,同比小幅上涨5%；为冲刺国庆中秋黄金假期，月底开发商推

货步伐加快， 多个项目集中拿预售。

p 9月，全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87.8万㎡，环比上月下降17% ，同比下降67%；成交均价为10075元/㎡，环比小幅下降

2％，同比下降6%。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供应面积上涨，成交方面呈现量跌价稳态势，市场热度减弱



供应：16.1万㎡ ↑62%
成交：5.7万㎡ ↓ 21%
均价：6290元/㎡ ↑ 3%

供应：54.9万㎡ ↑1.3倍
成交：12.3万㎡ ↓ 25%
均价：10521元/㎡ ↓ 3%

供应：33.5万㎡ ↑25%
成交：14.9万㎡ ↓12%
均价：11570元/㎡ ↓2%

供应：48.1万㎡ ↓ 5%
成交：30.8万㎡ ↓ 29%
均价：11472元/㎡ ↑ 2%

供应：43.3万㎡ ↑95%
成交：24.1万㎡ ↑13%
均价：8034元/㎡ ——

三水区呈供求两旺态势，其余各区供求平衡，禅城、顺德、南海区均价破万



南海区力撑全市成交，顺德区、南海区和禅城区均价过万 

p 从区域看，全市五区除三水区成交上涨13%外，其余四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南海区下降30%，但仍力撑全市近

三分之一的成交量。

p 成交价格方面，全市五区价格均与上月持平，其中南海区微涨2%,高明区小幅下降3%，禅城区环比微降3%至11570元/

㎡，仍是五区均价最高。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全市去化周期延长至6.3个月，顺德区和南海区去化周期超7.3个月

p 截至9月末，全市库存量约707万㎡，环比上涨108万㎡；去化周期延长至6.3个月；从区域来看，顺德区和南海区去化周

期最长，南海区库存量278万㎡，去化周期为6.8个月，居五区之首；顺德区去化周期最长，为7.3个月。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供应量同比微涨，成交量跌价稳，成交均价持平

2017年9月禅城区top10项目排名

排
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元）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融创望江府 张槎 4.22 3.23 13,037

2 龙光玖龙湾 张槎 3.14 2.36 13,292

3 保利翡翠公馆 绿岛湖 1.87 1.49 12,580

4 绿岛湖壹号 绿岛湖 1.73 1.30 13,329

5 万科金色里程 祖庙 1.71 1.33 12,930

6 中海凤凰熙岸 张槎 1.30 0.92 14,207

7 万科广场 季华路 1.29 1.04 12,450

8 合盈家园 城北 1.22 0.97 12,622

9 绿地璀璨天城 季华路 0.97 0.67 14,427

10 融创湖滨世家 绿岛湖 0.96 0.62 15,288

p 9月份佛山禅城区成交面积为15万㎡，环比上月下跌12%，同比下跌62%；成交均价11570元/㎡，与上月均价持平，同比微

跌8%。本月成交最主要集中在张槎及绿岛湖板块，多个高价项目有新品加推，拉高成交均价与上月持平。

p 9月禅城区新增供应为33.5万㎡，环比上涨24%，同比上涨23%；截至月底，禅城全区库存约为68.5万平米，去化周期为4.8

个月；张槎融创望江府再次开盘，成交均价高，拉高成交金额稳居榜首。



区域 项目名称 开盘时间 推出楼栋 推出套数（套） 面积（m2）/户型 价格（元/m2） 销售率

张槎 融创望江府 9月15日 二期5/7座 256 107/126㎡三房、
160㎡四房

13099
（毛坯） 92%

张槎 龙光玖龙湾 9月15日 2座 119 93-101㎡三房
15000

（带2000元/㎡装修） 68.9%

p 推货情况：9月共监控禅城区共2盘加推，新推住宅375套，总体去化率约为83%，
其中融创望江府开盘当天去化92%。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融创望江府 9月15日加推二期5/7座洋房，楼高33层，2梯4户设计，涵盖建面
107/126㎡三房、160㎡四房，毛坯发售，预计在2019年年中可
交付使用。

开发商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位置 禅城季华北路南侧、季华大桥
西侧

占地面积 8.9万方
建筑面积 35万方
容积率 3
总户数 2304

主力户型 92-180㎡三四房
梯户比 2梯4户

车位数及车位比 1:0.8
工程进度 　
装修情况 毛坯

物业公司 融创中国融创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项目优势 

项目正处政府规划的禅西新城
滨水居住区，距离禅城市中心
仅8公里
周边三大高速环绕，毗邻禅城
交通枢纽站(双地铁+轻轨交汇，
张槎站)，交通便利

项目劣势 　

融创望江府

主力产品/户型情况(数据来源：克而瑞）

户型面积 户型结构 户数 单价 去化率

108 三房两厅两卫 128 13300（毛坯） ——

127 三房两厅两卫 64 13000（毛坯） ——

160 四房两厅三卫 64 12500（毛坯） ——

合计 —— 256 —— 92%



龙光玖龙湾 9月15日开售2座新品，采用两梯四户设计，楼高32层，建面面积
99㎡三房，带装修发售。装修单价为2000元/㎡，毛坯总价在 
111-142万元之间， 3成毛坯+3成装修首付。

开发商 佛山市龙光骏景房地产有限公
司

项目位置 佛山市季华路东平河畔(季华
大桥旁)

占地面积 8.1万方
建筑面积 25万方
容积率 3
总户数 1971

主力户型 98-130㎡三房
梯户比 2梯4户

车位数及车位比 1:1
工程进度 　
装修情况 毛坯/装修

物业公司 广东龙光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项目优势 

项目位于季华路与东平河交汇
处，占据一江三园的稀缺景观
资源

项目劣势 　

龙光玖龙湾

主力产品/户型情况(数据来源：克而瑞）

户型面积（㎡） 户型结构 户数 单价（元/㎡） 去化率

93 三房两厅两卫 30
15792（带

2000元/㎡装修）
——

99 三房两厅两卫 29
14184（带

2000元/㎡装修）
——

101 四房两厅两卫 60
14800（带

2000元/㎡装修）
——

合计 —— 119 —— 68.9%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供应减少，成交量跌价稳，大狮山板块成关注热点

2017年9月南海区top10项目排名

排
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万科城市之光 罗村 3.02 3.18 9,500

2 珠水豪庭 大沥 2.31 0.98 23,485

3 万科金色城市 桂城 1.92 0.81 23,610

4 南海万科广场 桂城 1.86 1.97 9,414

5 美的翰湖苑 丹灶 1.57 1.82 8,594

6 禾粤尚德居 狮山 1.53 2.79 5,509

7 依云华府 罗村 1.46 1.50 9,695

8 丹灶碧桂园 丹灶 1.45 1.59 9,133

9 广佛新世界 大沥 1.40 0.92 15,174

10 景裕豪园 桂城 1.30 0.54 23,906

p 9月南海区成交面积为30.8万㎡，环比上月下跌29%，同比下跌57%；成交均价11472元/㎡，与上月持平，同比下跌17%。

总体量跌价稳，仍力撑全市总成交量，；受佛山西站开通影响，狮山罗村板块受关注度增加。

p 截至2017年9月底，南海全区库存增加至278.3万平米，去化周期为6.7个月；9月南海区新增供应为48.1万㎡，环比下跌5%，

同比下跌36%。罗村的万科城市之光成交3亿元稳居南海区龙虎榜榜首。



广佛走廊成交量跌价升，桂城成板块支撑主力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广佛板块成交面积为10.4万㎡，环比下降51%，同比下降72%，均价17283元/㎡，环比上涨11%，同比微涨3%。由于区域

限购，部分指标盘以低于市场预期价格开卖，拉高板块成交。

p 9月广佛走廊TOP10项目热销项目中桂城占据6席，大沥和里水各有2盘上榜，其中大沥的珠水豪庭成交金额达2.3亿位居榜首。

2017年9月广佛板块top10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珠水豪庭 大沥 2.31 0.98 23,485
2 万科金色城市 桂城 1.92 0.81 23,610
3 南海万科广场 桂城 1.86 1.97 9,414
4 广佛新世界 大沥 1.40 0.92 15,174
5 景裕豪园 桂城 1.30 0.54 23,906
6 中信山语湖 里水 0.76 0.47 16,138
7 万科金域缇香 里水 0.72 0.35 20,485
8 中国铁建公馆 桂城 0.65 0.28 23,631
9 保利诺丁山 桂城 0.50 0.29 17,201
10 越秀星汇云锦 桂城 0.48 0.22 21,668



板块成交量稳价跌，狮山成交量渐现优势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份大狮山板块成交面积约为11.2万㎡，环比上涨64%，同比下降37%。成交均价8917元/㎡，环比下降12%，同比基本

持平。

p 大狮山TOP10成交榜中，仅3盘成交破亿，狮山有7盘上榜；其中罗村的万科城市之光成交3.02亿元稳居第一，狮山的禾粤

尚德居以低均价，高性价比的优势成交1.2亿居第二位。

2017年9月大狮山top10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万科城市之光 罗村 3.02 3.18 9,500
2 禾粤尚德居 狮山 1.53 2.79 5,509
3 依云华府 罗村 1.46 1.50 9,695
4 海逸桃园源记 狮山 0.95 1.02 9,345
5 香格里拉花园 狮山 0.73 0.78 9,471
6 佛山恒大城 狮山 0.33 0.30 10,733
7 美立方花园 狮山 0.25 0.18 13,760
8 奥园观湖尚居 狮山 0.23 0.22 10,805
9 长华国际商业中心 狮山 0.23 0.17 13,579
10 翠湖绿洲 罗村 0.22 0.21 10,542



佛山西站的开通和区域不限购的利好，板块热度增加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份南海西部镇街成交面积为8.8㎡，环比下降49%，同比下降40%；成交均价为9238元/㎡，环比小幅上涨2%，同比上涨

18%，总体量跌价稳。

p 在热销项目中丹灶盘占据了5席，九江占3席，其中位于丹灶的美的翰湖苑开盘就独占鳌头，成交1.6亿稳坐榜首，丹灶碧桂园

成交1.45亿居第二位。
2017年9月南海西部镇街top10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美的翰湖苑 丹灶 1.57 1.82 8,594
2 丹灶碧桂园 丹灶 1.45 1.59 9,133
3 恒大御湖湾 西樵 0.83 0.94 8,835
4 桂丹颐景园 丹灶 0.68 0.73 9,291
5 盈信荟璟 九江 0.67 0.88 7,540
6 南海湾 西樵 0.52 0.67 7,753
7 天晟海琴湾 丹灶 0.46 0.25 18,308
8 依云公馆 九江 0.31 0.33 9,340
9 云山峰境 丹灶 0.28 0.23 12,307
10 嘉裕名轩 九江 0.27 0.35 7,805



区域 项目名称 开盘时间 楼栋 推出套数（套） 面积（m2）/户型 价格（元/m2） 开盘销售率

罗村  招商依云华府 9月8日  4-6座  180  90-133㎡三四房 13500-14100
（精装） 100%

p 推货情况：南海区共有1个住宅项目入市，新推住宅180套，总体去化率约
为100%。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顺德区供应54.9万㎡，环比上月上涨1倍有多，同比下降11%，签约面积12.3万㎡，环比下跌24%，同比下降85%；其中，

龙江的碧桂园·华府和均安的都市经典广场成交超过2亿居排行榜前二位。

p 截至2017年9月底，顺德全区库存约为209.6万平米，去化周期为6.9个月；9月顺德区新增供应为48.7万㎡，成交约12.3万

㎡，库存较上月增加43万㎡，去化周期延长近2个月。

顺德新增供应大幅上涨，成交持续走弱，成交均价持平

2017年9月顺德区top10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碧桂园·华府 龙江 3.14 3.21 9,776

2 都市经典广场 均安 2.15 2.24 9,637

3 佳兆业金域天下 容桂 1.56 1.55 10,054

4 星际半岛 乐从 1.44 1.43 10,074

5 碧桂园龙悦府 龙江 0.90 0.66 13,596

6 佛山奥园 乐从 0.48 0.34 14,242

7 均安尚苑 均安 0.43 0.64 6,700

8 钜隆风度广场 乐从 0.40 0.42 9,466

9 荔园新天地 陈村 0.19 0.10 18,211

10 锦翠华庭 龙江 0.13 0.25 5,122



受限价限签政策影响，板块成交量价齐跌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份顺德北部片区成交面积为2.38万㎡，环比下降65%；成交均价为11051元/㎡，环比小幅下降4%。总体呈量价齐跌态

势。

p Top10项目中，乐从囊括7席，陈村3盘上榜，北滘没有上榜，乐从的星际半岛成交1.44亿稳居榜首。乐从成交均价拉高整个

片区的均价。

2017年9月北部板块热销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镇街 成交金
额（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星际半岛 乐从 1.44 1.43 10,074
2 佛山奥园 乐从 0.48 0.34 14,242
3 钜隆风度广场 乐从 0.40 0.42 9,466
4 荔园新天地 陈村 0.19 0.10 18,211
5 星英半岛 陈村 0.03 0.01 19,265

6 碧桂园华润·新
城之光 乐从 0.02 0.01 15,152

7 保利西悦湾 乐从 0.02 0.01 14,577
8 中嘉花园 乐从 0.02 0.01 13,991
9 美的花湾城 陈村 0.01 0.01 12,816
10 财神万利公馆 乐从 0.01 0.01 10,443



热销项目集中为大良容桂；容桂佳兆业金域天下成交1.56亿夺销冠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顺德东部片区成交面积约为2.2万㎡，环比大幅下降76%；成交均价10158元/㎡，环比小幅下降5%；

p 在东部片区热销项目中以容桂和大良为主导，各有5盘上榜，伦教没有项目上榜，容桂佳兆业金域天下集中签约，成交金额达

1.56亿成功登顶，大良力合阳光城·云谷成交均价16093元/㎡为全区均价之最。

2017年9月东部片区热销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佳兆业金域天下 容桂 1.56 1.55 10,054

2 碧桂园钻石湾 大良 0.13 0.09 14,095

3 东怡水岸花园 容桂 0.12 0.13 9,520

4 力合阳光城·云谷 大良 0.11 0.07 16,083

5 美的御海东郡 容桂 0.05 0.06 7,955

6 金地天玺 大良 0.05 0.03 14,674

7 海骏达·康格斯 大良 0.04 0.03 11,657

8 新境界花园 容桂 0.04 0.05 7,166

9 东逸湾 容桂 0.03 0.05 5,064

10 龙湖春江名城 大良 0.02 0.01 14,205



板块成交呈量价齐升态势，两个项目成交超2亿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份顺德西南片区成交面积8.1万㎡，环比上月大幅上涨近6倍，同比下降46%；成交均价9357元/㎡，环比小幅上涨

15%。随着拍地热潮和大品牌发展商进驻，板块成交量价齐升。

p 在热销榜中，各镇街项目分布均衡，本地品牌项目持续热销；均安的都市经典广场和龙江的碧桂园·华府成交超过2亿居排

行榜前二位。
2017年9月西南片区热销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碧桂园·华府 龙江 3.14 3.21 9,776

2 都市经典 均安 2.15 2.24 9,637

3 碧桂园龙悦府 龙江 0.90 0.66 13,596

4 均安尚苑 均安 0.43 0.64 6,700

5 锦翠华庭 龙江 0.13 0.25 5,122

6 星豪湾 均安 0.12 0.28 4,275

7 峰汇豪庭 均安 0.09 0.14 6,304

8 佛奥凯茵苑 龙江 0.07 0.07 10,248

9 涛汇豪庭 杏坛 0.04 0.04 8,711

10 南湖花园 均安 0.03 0.04 8,282



区域 项目名称 开盘时间 推出楼栋 推出套数（套） 面积（m2）/户型 套内均价
（元/m2） 开盘销售率

大良 力合阳光城·云谷 9月22日 10、13、14座 292 90-127㎡
17835

（精装） 78%

乐从 碧桂园新城之光 9月24日 15-16座 290 87-125㎡
16096

（精装） 70%

新城 泰禾佛山院子 9月24日 7-10座别墅 35 634-725㎡
22000-24000

（精装） 100%

p 推货情况：顺德9月共监控共3个盘入市，新推住宅617套，去化约465套，
总体去化率约75%。



三水借拍地热潮崛起，住宅成交量价持续上涨，供求基本平衡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p 9月，三水区成交面积为24.06万㎡，环比上月上涨13%，同比下降18%；成交均价为8034元/㎡，与上月均价持平。三水区

兴起拍地热潮，引发投资者对三水楼市的关注，一手住宅成交量升价稳。

p 9月Top10楼盘中西南街道占6个，时代南湾开盘热卖4.2亿元稳居榜首。

p 截至2017年9月末，全区库存约82万㎡，去化周期延长至为4.8个月。9月三水区新增供应为43.3万㎡，成交约24万㎡，供

求基本平衡，库存随增。
2017年9月三水区top10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时代南湾 西南街道 4.24 5.30 8,007
2 山水龙盘 白坭 2.99 3.99 7,501
3 恒大郦湖城 西南街道 2.55 3.56 7,186
4 观景豪园 西南街道 0.90 1.11 8,126
5 保利中央公园 西南街道 0.85 0.96 8,799
6 雍翠新城 乐平 0.78 1.06 7,402
7 广佛新动力广场 云东海 0.78 0.75 10,317
8 雅居乐雍景园 西南街道 0.75 0.73 10,268

9 云东海高尔夫花
园 云东海 0.58 0.43 13,465

10 欧雅右岸春天 西南街道 0.49 0.55 8,924



区域 项目名称 开盘时间 推出楼栋 推出套数（套） 面积（m2）/户型 套内均价
（元/m2） 开盘销售率

西南 观景豪园 9月23日 18-19座 224 90-120㎡
8300

（毛坯） 100%

白坭 恒大山水龙盘 9月23日 11、14-21栋 952 95-161㎡
9000

（精装） 47%

p 推货情况：三水区9月共监控共2个盘入市，新推住宅1176套，去化约671
套，总体去化率约75%。



高明成交量价齐跌，区域库存增加，去化周期为全市最短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2017年9月高明区top10项目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板块 成交金额
（亿）

成交面积
（万㎡）

成交均价
（元/㎡）

1 美的鹭湖森林
度假区 杨和 0.88 1.43 6,115

2 欧浦花城 杨和 0.73 1.31 5,542

3 雅居蓝湾花园 杨和 0.43 0.76 5,628

4 鸿晟豪庭 明城 0.37 0.70 5,301

5 美的明湖花园 西江新城 0.24 0.27 8,789

6 东湖洲花园 荷城 0.14 0.13 11,297

7 天汇湾 荷城 0.11 0.12 9,164

8 优悦城邦 荷城 0.10 0.18 5,834

9 绿色世嘉花园 荷城 0.08 0.09 9,137

10 万科美的西江
悦 西江新城 0.08 0.09 8,856

p 9月份高明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5.7万㎡，环比上月下降21%，同比下降72%；成交均价为6290元/㎡，环比小幅下降3%，

同比上涨13%，总体仍处于低位。

p 在热销Top10项目排行榜上，全区没有楼盘成交过亿元，杨和的美的鹭湖森林度假区加推洋房成交金额为0.88亿元交占据榜首。

p 截至2017年9月末，全区库存约47万㎡，去化周期约4.3个月。 9月高明区新增供应为16.08万㎡，成交约5.7万㎡，去化周期

延长1.2个月。



区域 项目名称 开盘时间 推出楼栋 推出套数
（套） 面积（m2）/户型 套内均价（元/m2） 开盘销售率

西江新城 美的·明湖 9月23日 3、4座 248 126㎡三房、142㎡四
房

12000
（带装修） 72%

p 推货情况：高明9月仅1个项目入市，新推住宅合计248套。



美的·明湖 9月23日开盘当日现场约有300多组客户，大约700多人，售出约
180套，去化72%；由于价格较高，客户接受度不高。

开发商 美的地产集团

项目位置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明湖公
园旁

占地面积 12.2万方
建筑面积 50万方
容积率 3.2
总户数 1902

主力户型 112-142㎡三四房
梯户比 2梯4户

车位数及车位比 1:1
工程进度 　
装修情况 带装修

物业公司 美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优势 

项目占据荷富路与苏河路两条
城市主干道，广明高速，杨西
大道四通八达，未来有轨电车，
地铁2号线延长线直达广佛城
央
项目将全面引进由美的集团研
发的5M智能系统，小区免费
WIFI覆盖，云监控，车牌自
动识别，智能微信入户等

美的明湖

主力产品/户型情况(统计时间：截止2017.9.23；数据来源：克而瑞）

户型面积 户型结构 户数 单价 去化率

126 三房两厅两卫 124 11500（带装修） ——

142 三房两厅两卫 124 12000（带装修） ——

合计 —— 248 —— 72%



整体供求价
为冲刺国庆中秋黄金假期，月底开发商推货步伐加快， 多个项目集中
拿预售。成交方面呈现量跌价稳态势，市场热度减弱。佛山新增预售
面积约195.8万㎡，环比上涨46%，成交面积为87.8万㎡，环比上月
下降17% ，成交均价为10075元/㎡，环比微降2％。

各区供求价
佛山五区商品住宅的供求情况来看，五区呈现供过于求态势。全市五区
除三水区成交上涨13%外，其余四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南海区仍
力撑全市近三分之一的成交量。成交均价方面，全市五区价格均与上月
持平，禅城区环比微降3%至11570元/㎡，仍是五区均价最高。

库存消化 截至9月末，全市库存量约707万㎡，环比上涨108万㎡；去化周期延
长至6.3个月。南海区库存量278万㎡，去化周期为6.8个月，居五区
之首；顺德区去化周期最长，为7.3个月。



04 商办市场
l公寓市场
l商铺市场
l写字楼市场



p 9月份公寓市场供应面积为15.5万㎡，环比上涨41%，同比下降37%;成交面积为12.2万㎡，环比上涨28%，同比小幅下降

4%。成交均价为14387元/㎡，环比小幅下降2%，同比上涨50%，总体量跌价稳。

p 各区成交占比中，南海区占比过半达70%，顺德区占比29%排名第二，禅城及三水区公寓市场较为冷清。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佛山公寓整体成交呈量跌价稳态势，南海成交占比达70%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成交Top10榜中，南海区有5盘上榜，顺德区有3盘上榜；其中南海区4盘在桂城街道，万科在南海桂城两个项目

金域中央和金色领域稳居龙虎榜前二位。
佛山五区9月商业公寓龙虎榜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成交金额（亿） 成交面积
（万m2） 成交均价(元/m2) 备注/最新动态

1 万科金域中央 南海桂城 6.17 3.87 15,924 Loft，带装修

2 万科金色领域 南海桂城 3.47 2.05 16,941 单间，带装修

3 长华国际商业中心 南海狮山 1.51 1.05 14,366 平层/Loft，毛坯

4 华南国际金融中心 南海桂城 0.98 0.48 20,515 带装修

5 宗德服务中心 顺德乐从 0.91 0.60 15,025 100㎡以下带装修，100㎡以
上毛坯

6 保利东湾 顺德乐从 0.68 0.69 9,871 平层/Loft，毛坯

7 南舜怡海港 南海桂城 0.37 0.34 10,925 带装修

8 陈村太平洋广场 顺德陈村 0.36 0.27 13,226 Loft，带装修

9 万豪大厦 三水大塘 0.35 0.52 6,651 ——

10 兆阳O立方 禅城祖庙 0.34 0.19 17,569 带装修

南海桂城的万科金域中央成交金额4.2亿稳居榜首



p 9月全市商铺市场新增供应17.2万㎡，环比上涨59%，同比上涨32%；成交6.3万㎡，环比上涨22%，同比下降32%。

p 成交均价19875元/㎡，环比下降12%。各区成交分布中，顺德区占比36%以微弱优势领先，南海区以32%居第二位，高

明成交仅占4%。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商铺市场供求减少，成交集中为南海顺德两区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成交Top10榜中，除高明外其余四区均有项目上榜，其中南海有4盘上榜，顺德有3盘上榜，顺德龙江协兴购物中

心成交0.92亿夺商铺销冠。
佛山五区9月商铺龙虎榜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成交金额（亿） 成交面积（万m2） 成交均价(元/m2)  备注/最新动态

1 龙江协兴购物中
心 顺德龙江 0.92 0.39 23,552 主打商铺均价约35000元

2 碧桂园华润·新
城之光 顺德乐从 0.65 0.34 13,361 ——

3 雅居乐雍景园 三水西南 0.57 0.43 18,846 ——
4 磐石大厦 禅城石湾 0.53 0.28 20,893 涵盖195-280㎡，售价约40000元/平米
5 和富博湖轩 南海狮山 0.47 0.22 28,218 ——
6 佛罗伦萨小镇 南海桂城 0.44 0.16 9,827 ——

7 伦教碧桂园 顺德伦教 0.42 0.19 27,565 ——

8 伟业华誉豪庭 南海大沥 0.30 0.11 27,568 ——
9 世博嘉园 禅城石湾 0.29 0.11 23,584 ——
10 保利诺丁山 南海桂城 0.27 0.07 16,546 ——

顺德龙江协兴购物中心成交0.92亿夺商铺销冠



p 9月写字楼新增供应9.5万㎡，环比上涨16%，同比下降22%；成交面积7.12万㎡，环比下降21%，同比上涨76%。

p 成交均价10940元/㎡，环比上月下降13%，同比上涨13%；本月写字楼产品成交中，南海区占全市成交量的一半，顺德

区占比24%居第二位，高明区仍然零成交零供应。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写字楼成交同比量价齐涨，南海区为成交主力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成交Top10榜中，南海桂城有6盘上榜，三水有2盘上榜，其中南海桂城的嘉邦国金中心成交1.02亿夺写字楼销冠。

佛山五区9月办公龙虎榜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成交金额（万） 成交面积（m2） 成交均价(元/m2)  备注

1 嘉邦国金中心 南海桂城 1.02 0.88 11,477 在清写字楼均价约12000
元

2 华南国际金融中心 南海桂城 0.89 0.44 20,190 ——

3 万科广场 南海桂城 0.57 0.38 14,956 ——

4 顺德置业广场 顺德大良 0.52 0.43 12,125 ——
5 三水万达广场 三水西南 0.40 0.48 8,431 ——

6 天安中心 南海桂城 0.40 0.35 11,471 ——

7 南海万达广场 南海桂城 0.32 0.26 12,419

8 磐石大厦 禅城石湾 0.29 0.27 10,511 主打面积为114平米，均
价约12000元/平米

9 盛凯尚城 三水乐平 0.22 0.52 4,281 ——
10 海伦堡海汇广场 南海桂城 0.21 0.16 12,849 ——

南海桂城的嘉邦国金中心成交1.02亿夺写字楼销冠



公寓市场
佛山公寓整体成交呈量跌价稳态势，南海成交占比达70%，供应面积
为15.5万㎡，环比上涨41%，成交面积为12.2万㎡，环比上涨28%。
成交均价为14387元/㎡，环比小幅下降2%，同比上涨50%。

商铺市场
商铺市场供求减少，成交集中为南海顺德两区。新增供应17.2万㎡，环
比上涨59%；成交6.3万㎡，环比上涨22%。成交均价19875元/㎡，
环比下降12%。顺德区占比36%以微弱优势领先，南海区以32%居第二
位，高明成交仅占4%。

写字楼市场
写字楼成交同比量价齐涨，南海区为成交主力。新增供应9.5万㎡；成交
面积7.12万㎡，同比上涨76%。成交均价10940元/㎡，环比上月下降
13%；本月写字楼产品成交中，南海区占全市成交量的一半，顺德区占
比24%居第二位，高明区仍然零成交零供应。



05 下月各区新货预测



新推项目：8个
新推总套数：466套

三水区 

新推项目：4个
新推总套数：434套

高明区 

新推项目：18个
新推总套数：2362套

南海区 

新推项目：12个
新推总套数：1500套

禅城区 

新推项目：22个
新推总套数：1500套

顺德区 



碧桂园曼哈顿

10月份预计禅城区有12个在售项目进行推新，集中在绿岛湖板块和石湾；住
宅货量约为1500套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
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禅城

（12个）

石湾 时代香海彼岸 10月底 预计10月底加推3/4座 280

绿岛湖 金茂绿岛湖 10月初 预计10月加推1/2/5座 348

祖庙 敏捷金谷国际 10月初 预计10月初开卖洋房组团 192

石湾 新福港鼎峰 10月初 10月1号开放空中园林示范区 ——

石湾 绿城桂语兰庭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放销售中心及
板房 ——

石湾 盈天广场 10月初 10月初开卖1座公寓 1435
（公寓）

张槎 龙光玖龙湾 10月初 预计10月加推3座 ——

绿岛湖 融创湖滨世家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开放122㎡板房 180

祖庙 碧桂园曼哈顿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及
板房

468
（公寓）

绿岛湖 绿岛湖壹号 10月底 预计10月推1-3座洋房 153

张槎 融创望江府 10月初 预计10月加推18座 132

季华路 星星凯旋国际 10月初 预计10月2日加推1/2座 ——

招商臻园

绿岛湖1号

金茂绿岛湖

敏捷金谷

融创湖滨

龙光玖龙湾

图：在售项目分布图

时代香海彼岸

新福港鼎峰

绿城桂语兰庭

盈天广场

星星凯旋国际



南海区10月份预计有18个项目进行推新，集中在沥桂和西部镇街，预计洋房
总货量约2362套。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南海

（18个）

狮山 鸿业畔湖居 10月中 预计10月中旬开7座新板房 52

里水 合生君景湾 10月底 预计10月1日开放全新四期板房 ——

丹灶 和丰颖苑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开板房 ——

罗村 翠湖绿洲花园 10月初 预计10月4日加推大户型 161

狮山 新城璟城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放销售中心及样板房 528

狮山 光明花半里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启动12座登记 90

丹灶 美的翰湖苑 10月中 预计10月启动二期新品登记 300

九江 富力西江十号 10月底 预计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 180

里水 万冠广场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板房 128

丹灶 丹灶碧桂园 10月底 预计10月加推12座洋房新品 165

西樵 碧桂园翡翠湾 10月初 近期开卖新品 ——



接上表

新城璟城

颐和盛世

保利诺丁山

绿地香颂公馆

碧桂园翡翠湾

和丰颖苑

丹灶碧桂园

当代万国府

鸿业畔湖居

富力西江十号

上林一品 广佛新世界翠湖绿洲

图：重点项目分布图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
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南海

（18个）

桂城 当代万国府
MOMΛ 10月初 近期加推二期7/8座洋房 360

桂城 保利诺丁山 10月初 预计10月加推新品 186

丹灶 上林一品 10月中 预计国庆期间开板房，10月
开卖 128

狮山 中恒海晖城 10月初 预计9月30日加推52座 ——

狮山 松晖名苑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加推12栋洋房 84

桂城 广佛新世界 10月中 预计10月加推洋房新品 ——

狮山 颐和盛世  10月底 预计10月份加推3期洋房 ——

合生君景湾

中恒海晖城

美的翰湖苑

万冠广场
松晖名苑



顺德区10月份预计有22个项目进行推新，集中在北部和西南片区，预计洋房
总货量约1500套。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顺德

（22个）

容桂 碧桂园凤凰湾 10月初 预计10月6/7日加推洋房产品 ——

伦教 顺德乐汇公馆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 184
（公寓）

陈村 招商曦岸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放销售中心 ——

北滘 美的壹号公馆 10月初 预计10月加推3座洋房 92

大良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10月底 即将加推二期 ——

乐从 泰禾佛山院子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开放板房 ——

龙江 世博汇 10月初 预计10月1日首推商铺 ——

乐从 中海新城公馆 10月中 预计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 ——

陈村 嘉濠雅苑 10月底 预计10月中开放二期全新样板房 ——

大良 力合阳光城云谷 10月初 预计9月30日加推13座，国庆加推叠墅 ——

大良 融创臻园 10月初 预计10月份开盘首推三四房 ——



接上表

保利海德公园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星英半岛

中海新城公馆

物联创智谷

佛山院子

美的西江府

恒大龙江翡翠

合景天玺

图：重点项目分布图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
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顺德

（22个）

乐从 保利海德公园 10月中 预计10月开板房并发售 396

北滘 美的领贤公馆 10月初 预计10月8日首推人才住房 570

乐从 物联创智谷 10月中 即将开售二期1号楼 ——

北滘 合景天銮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盘 124

龙江 恒大龙江翡翠 10月底 预计10月开放销售中心及板
房 ——

乐从 星英半岛 10月中 预计10月中下旬加推新品 93

北滘 美的绿城凤起兰
庭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放体验馆 ——

乐从 乐从钜隆风度广
场 10月底 预计10月加推9座 100

龙江 美的西江府 10月中 预计10月开放城市展厅 ——

陈村 美的花湾城 10月中 预计10月份推售三期洋房新
品 132

伦教 中海万锦公馆 10月初 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 ——

碧桂园凤凰湾

力合阳光城

顺德乐汇公馆

招商曦岸

美的壹号公馆

世博汇

嘉豪雅苑

融创臻园

美的领贤公馆

绿城凤起兰庭

风度广场

美的花湾城

中海万锦公馆



10月份预计三水区共有8个项目进行推新，预计住宅货量总计约466套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保利中央公园

旭辉城

中昂翠屿湖

保利云上

碧桂园奥斯汀

乐平碧桂园

图：重点项目分布图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
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三水

（8个）

西南 雅居乐融创三江
府 10月初 预计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及

板房 60

乐平 乐平碧桂园 10月中 预计10月中开销售中心及板
房 ——

西南 旭辉城 10月底 预计10月底开盘 150

西南 三水保利中央公
园 10月中 预计10月推40座洋房 128

云东海 保利雲上 10月中 预计10月中下旬推二期别墅 ——

白坭 中昂翠屿湖 10月底 预计10月1日开放销售中心及
板房 128

西南 碧桂园奥斯汀 10月初 预计10月1日启动登记 ——

北江新城 新城招商誉府 10月底 预计10月底开放销售中心及
板房 ——

雅居乐融创三江府

新城招商誉府



10月份预计高明区共有4个项目进行推新，住宅货量总计约434套

数据来源：易居营销集团佛山公司市场部监测

君御海城 碧桂园

美的西江悦

恒大山湖郡

图：重点项目分布图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预计
时间 最新动态 预计推新套数

高明

（4个）

西江新城 万科美的西江悦 10月初 国庆前后加推高层洋房 204

荷城 高明碧桂园峰会 10月底 预计10月中开放销售中心及
板房 230

西江新城 君御海城 10月初 预计国庆开放全新板房 ——

明城 恒大山湖郡 10月初 10月1日举办2017高明临空
经济名家访谈 ——



谢谢观看
THE END

易居营销 佛山市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