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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宏观政策

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

题。

面对媒体记者提的“房屋产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

国家准备怎么解决”问题，李克强说，中国有句古话：

有恒产者有恒心。国务院已经要求有关部门作了回应，

就是可以续期，不需申请，没有前置条件，也不影响

交易。国务院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就不动产保护相关法

律抓紧研究提出议案。

p李克强：房屋70年产权到期可续期 不影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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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宏观政策

广州于17日深夜发布住房新政，根据《广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政策的通知》，广州市户籍成年单身(含

离异)人士在本市限购1套，拥有1套住房且贷款已还

清的，购买普通商品住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

非广州市户籍居民家庭能提供购房之日前5年在本市

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的，在本市限购1套住房。从化、增城区按现行政策

执行。

p广州楼市限购升级：社保由3年升至5年 认房又认贷

    点评：这次楼市新政对于控制购买力起到了一定作用，短期之内房价会受到抑制，未来随着观望情绪的加

重以及开发商预期的改变，房价有望轻微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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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城市规划

今年，三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总投资213

2亿元的198个重点项目建设。

在去年完成兴业路北延线等一批与周边联通路

网建设的基础上，今年，三水实施一环西拓、虹岭

路西延线等重点工程，全力打通断头路西南乐平与

狮山渐“连体”，加快与南海、花都、肇庆的交通

对接，打通东西走廊，东西部“左右逢源”的中心

位置将进一步凸显。

p三水纳入佛山一环圈层 路网相接与周边“连体”

     
   

    点评：这对加强三水与各区域的联系促进作用明

显，也有助于三水东部区域的开发，未来三水“价

值洼地”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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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房企动态

3月16日晚间，中国恒大(HK.03333)公告，

将所持有的15.5亿股万科A (约占万科总股本的

14.07%)的表决权委托给深铁行使。同时，已将所

持有的万科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期限一年。

早前深圳地铁通过接盘华润所持万科股份，凭

15.31%的持股量成为万科第二大股东，如今恒大

将表决权委托给深圳地铁，加上万科管理层所持股

份，已接近40%，深圳地铁实质上已取得了万科的

实际控制权。

p恒大委托表决权予深铁行使 定盘万科股权之争

     
    点评：深地铁的入主，意味着这家起源于深圳的企业重新回到深圳的怀抱，而在此次事件上起到关键作

用的恒大，也与深圳的关系愈加紧密，为自身的发展打开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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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挂出
日期 区域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用地面积

（m2）
容积
率

地块
性质

出让底价
（万元）

楼面地价
（元/m2）

出让
时间

3-15 三水
TD2017
（SS）

WG0007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公园南路
16号 21139.66 >1.0且

≤2.5 商住 4210 797 4-19

3-17 顺德
TD2017

(SD)
WG0004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荷岳路以
南、僚龙路东侧地块 43523.33 >1.0且

≤2.5 商住 55275 4388 4-17

p土地供应：本周顺德、三水区各有1宗土地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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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p土地成交：本周高明有2宗土地成交

区域 地块
编号 地块位置 用地面积

（m2）
容积
率

地块
性质

出让底价
（万元）

成交金额
（万元）

成交楼面
地价

（元/m2）
竞得人 成交

时间

高明 TD2017(GM)
WG0004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苏
河路以东、滨湖路以南 30290.6 ≤3.0 商服 18582 20282 2232 吴铭棠 3-15

高明 TD2017(GM)
WG0005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苏
河路以东、明湖北路以北 10523.1 ≤3.0 商服 6410 7235 2292

佛山市高
明西江新
城土地发
展有限公

司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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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p土地出让预告：下周南海、顺德各1宗，高明区将有2宗地块挂牌出让
挂出
日期 区域 地块编号 地块位置 用地面积

（m2）
容积
率

地块
性质

出让底价
（万元）

楼面地价
（元/m2）

出让
时间

02-21 高明 TD2017(GM)W
G0007

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苏河路以
东、怡乐路以北 23117.2 ＞1.0 

且≤2.5 商住 13870 2400 03-22

02-23 高明 TD2017(GM)W
G0008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西大道以
东、三和路以北 45226.5 ＞1.0 

且≤3.5 商住 6935 438 03-24

2-14 南海 TD2017(NH)W
G0002

南海区西樵镇崇南村碧霞一路北
侧地段 63951.5 ＞1.0 

且≤2.8 商住 48350 2700 03-21

2-24 顺德 TD2017（SD）
XG0002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佛陈路金锠
（国际）金属交易广场南侧04-

08地块
53795.09 ＞1.0 

且≤2.5 商住 64178 5095 3-21



TD2017(NH)WG0002

3月21日，南海区西樵镇将拍卖崇南村碧霞一

路北侧地块，宗地占地面积63951.5㎡，容积率>1.

0且≤2.8，出让起始价为48350万元，折合楼面价

约2700元/㎡起。

　本次出让地块位于西樵城区成熟地段宗地距

离百胜广场、雅居乐大都会广场商圈直线距离约1.2

公里，距离西樵汽车客运站约0.8公里。根据初步规

划，佛山地铁2号线二期拟设置在西樵客运站附近。

周边已有三盛颐景园、悦珑湖、江山一品、东建锦

绣龙湾、碧桂园西樵悦府等楼盘，片区一手住宅均

价约9000-10000元/㎡，刚需户型供应量不足。

出让
地块

三盛颐景园
9000元/㎡

三盛颐景园
8500元/㎡

江山一品
8800元/㎡

凰樵圣堡
8800元/㎡

东建锦绣龙湾
9500元/㎡

碧桂园西樵悦府
待售

南海区西樵
高级中学

南海第四人
民医院

西樵客运站

雅居乐大都
会广场

汇银大酒店

百胜广场

新城广场



TD2017（SD）XG0002

　陈村镇佛陈路金锠（国际）金属交易广场南

侧04-08地块延期并增设了人才住房方面的四项条

款，如住宅10%须作为人才住房，且销售不得高于

11800元/㎡，且须两年内全部销售完毕等。地块一

改条件后将于3月27日进行现场竞拍。　

本次出让地块临近金锠国际金属交易广场和佛

山一环，周边较多货车出入。此外，地块附近公交

线路较少，且周边多以建材厂房等为主，方圆一公

里内并无大型的商业，地块周边整体人居氛围有待

提高。目前附近在售楼盘较少，仅与本次地块相隔

不远的美的花城湾一盘在售，项目均价为17000-

17500元/㎡，去年10月招商地产在附近拿的项目

已经定名为招商曦岸，最快将于年内入市。。

美的花城湾
17500元/㎡

金锠国际金
属交易广场

楼面价
5095元/㎡

潭洲水道

出让
地块

招商
曦岸

出让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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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市场供应情况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楼栋
新增预售套数（套） 新增预售面积（m2）

住宅 公寓 写字楼 商铺 住宅 公寓 写字楼 商铺

南海区

西樵 东建锦绣龙湾 14座 5 1133.26

西樵 东建锦绣龙湾 29座 56 12366

西樵 东建锦绣龙湾 30座 56 11659.06

西樵 中海山湖豪庭 37、38座 25 1693.84

西樵 碧桂园悦府 1号楼 104 14 11576.92 1030.14

西樵 观山上岛 21-23座 12 3309.93

西樵 观山上岛 24-26座 12 3229.01

丹灶 上林一品苑 13栋1、2座 186 23426.24

狮山 佛山恒大城 12号楼 116 11615.66

p新增住宅供应29.8万㎡
2017年第12周，佛山共有2843套住宅，总面积约29.8万㎡，除此以外还有少量商铺供应，约1.3万㎡。全

市仅南海区、三水区和禅城区有新增预售外，其余两区暂无新增，其中南海西樵新增住宅供应数量最多，三水西
南的恒大北江华苑也有大量住宅和少量商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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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市场供应情况
p接上表

区域 板块 项目名称 楼栋
新增预售套数（套） 新增预售面积（m2）

住宅 公寓 写字楼 商铺 住宅 公寓 写字
楼 商铺

三水区

三水新城 保利中央公园 9座 124 9 13715.02 494.75

北江新区 博雅滨江 27座 124 15850.05

北江新区 博雅滨江 28座 62 9756.26

西南城区 恒大北江华苑 10座,2-4座 660 66 69137.31 3531.95

禅城区

祖庙 岭南隽庭 11-13座 515 50430.93
张槎 龙光玖龙湾 15、18座 240 26360.03
张槎 融创望江府 4、6座 256 23 24352 1974.6
南庄 万科城八、九期 11-13座 63 3474.08

绿岛湖 涟岸花园 —— 30 10476
石湾 天旭公馆 6座,7座 298 19 29381.24 869.48
南庄 保利翠雅花园 十一座,九座 232 8 25988.06 364.77

合计 2843 0 0 200 298393.68 0 0 134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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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市场供求概况
p住宅供求周度走势：供应大幅上涨，成交量升价跌

2017年第12周，佛山全市约有29.8万㎡的住宅供应，环比上周暴涨1倍；其中禅城区新增住宅预售16.7
万㎡，占全市新增供应量的二分之一，三水区供应10.8万㎡居第二位，顺德区和高明区零供应。

成交市场方面，第12周全市成交3200套，成交面积为37.2万㎡，环比上涨31%；成交均价9118元/㎡，
环比小幅下跌3%，这已是成交价格的连续第四个月下跌，市场整体上继续呈量升价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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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南海区镇街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区域 项目名称 签约套数（套） 签约均价（元/m2） 近期营销/优惠活动 
大沥 国华新都 42 13743  “陶”乐无穷，VR视觉，触碰未来！

里水 绿地香树花城 27 13826  3月4-5日绿地·香树花城女王嗨购节
中信山语湖 20 12492 在售天悦组团3-6栋余货

狮山 恒福天悦花园 9 13351   3月开售13座新品
长华国际商业中心 8 13553  在售公寓新品，带装修发售

罗村 依云华府 69 14668 预计4月中旬加推四期洋房
雅丽豪庭 25 8592  光明花半里90-180㎡三-五房销售中

丹灶 上林一品 6 8785  售11栋1座和2座洋房单位，面积涵盖90/111㎡三房
九江 依云公馆 27 8404 三期金装15座热售

西樵
恒大御湖湾 32 11760  这个周末，让我们和春天约会吧

悦珑湖 58 8920 2月11日开售二期14座洋房
东建锦绣龙湾 25 9172  ——

p南海区标杆项目：招商依云华府69套夺南海区销冠
南海区第12周成交704套，约8.5万㎡，成交环比微降2%；成交均价为10748元/㎡，环比上周下降达1成至

11%，西部成交量高价低，东部高价盘成交少，造成全区均价下跌。罗村依云华府以69套成绩夺南海区销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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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镇街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区域 项目名称 签约套数（套） 签约均价（元/m2） 近期营销/优惠活动 

北滘 盈生林上湾 132 9692 下月将推售5栋公寓产品

陈村
藏珑华府 63 12150 预计将于4月初推新3期15/16座洋房单位
嘉濠雅苑 25 12098 预计9月加推80-90㎡三房新品

乐从 星际半岛 55 9314 3月8日“约惠女神，做自己的女神”活动

龙江
龙江中心 51 12124 主推5座洋房新品，售价约9000-10000元/㎡

奥斯登堡豪庭 39 5071 ——
大良 招商·公园1872 13 6152 在售一期8座产品，涵盖套内116-211㎡四五房
均安 均安尚苑 10 8602 ——
容桂 龙光水悦熙园 23 13482 主打9座洋房新品，套内面积为66/71/88㎡

勒流 博澳城 72 11437 3月11日推售95㎡刚需三房新品

杏坛 金海岸花园 34 8500 在售套内面积85-137㎡三四房

p顺德区标杆项目：北滘盈生林上湾广场132套夺顺德区销冠
顺德区第12周成交708套，成交面积9.4万㎡，环比大幅增加118%；成交均价为9141元/㎡，环比下跌20%。

上周各镇街齐齐发力，直接拉动了全区成交量的上涨，其中北部片区成交量比上周大幅增加，西南片区成交不俗
但价格处于低位。

佛山市场|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注：北滘、陈村、乐从三镇街价格为建面价，其余镇街为套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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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重点楼盘开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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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率

禅城祖庙 国瑞升平 3月19日 商铺 129
首层：10-80㎡
二层：60-175㎡
三层：200-500㎡

35000 70%

南海狮山 美立方花园 3月18日 12栋1座 81 90-147㎡三四房 13760 售罄

三水新城 雅居乐雅湖半岛 3月18日 17、18座 256 94-138㎡三四房 12000-12700
（带装修） 80%

三水乐平 御澳湾豪庭 3月18日 6座 80 82-87㎡三房 7800 售罄

三水西南 博雅滨江 3月18日 27座 124 103-142㎡三至五房 88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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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报广投放

报广类型 区域 项目名称 投放时间 广告主题

价格 南海区 恒大御湖湾 1月13日  45万 买车还是买房 南都 全版

p楼盘报纸广告投放：上周仅有1个项目进行报广投放
上周仅有1个项目投放报广，为南海西樵的恒大御湖湾投放的销售形象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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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营销活动

主题类型 区域 项目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主题

工程类

南海区 丹灶碧桂园 3月18日 开放2期新品样板间

南海区 绿地香颂公馆 3月18日 开放园林实景

南海区 桂丹颐景园 3月18日 开放公寓样板房

顺德区 伦教碧桂园 3月18日 开放【世家190】组团样板间

顺德区 东菱帝苑 3月18日 开放全新板房，当天同步启动新品登记

暖场类 南海区 丹灶碧桂园 3月18日 “秦兵马俑”文化展

p楼盘营销活动：共5个项目进行工程类活动推广
上周仅有5个项目进行活动推广，市场未见热烈反响。其中大部分盘为开放全新板房，丹灶碧桂园碧桂园开放

板房并举行了“秦兵马俑”文化展进行暖场；顺德勒流的东菱帝苑开放全新板房的同时启动新品登记。



2017年3月13日-2017年3月19日（佛山第12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营销活动
亮点项目——丹灶碧桂园
活动时间：3月18日 

活动主题：“秦兵马俑”文化展&开放2期新品样板间

活动介绍：
 弘扬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丹灶碧桂园“秦兵

马俑”文化展于3月18日盛大启动。同时，丹灶碧桂园二期

智能体验板房正式开放，吸引了多个家庭咨询登记。

【丹灶碧桂园】作为碧桂园南海西部的杰出之作，不

仅拥有优越的地段，且坐享交通、政策等利好。一期开盘

受到热捧，二期升级版88-126㎡产品将于3月25日推出，

现正接受咨询登记。



谢谢观看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