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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宏观政策

4月19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长清区、

章丘区也将纳入限购范围，限购区域内自通知施行之

日起购买的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2年后方可上市

交易。

目前，包括成都、厦门、福州、青岛、杭州、广

州、珠海、惠州、扬州、常州、长乐、徐水、启东、

白沟、海南、东莞、西安、济南等超过18个城市，历

史上首次启动了买房后一定年限限制出让的楼市调控

政策。“限售”核心内容是居民家庭新购买的住房在

取得不动产证满规定年限后方可转让，目前各地政策

细节略有区别。

p楼市调控新特点：发力供给侧，限售扩围至18城

      

      点评：限购限贷的严格落实已挤出了大部分投资性需求，限售对于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短期二手房

供给的收缩。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城市规划

目前高明大道正进行道路勘察工作，为南环段项

目设计图的出具做好准备。项目建成后，将能缓解高明

“东”出口不足的难题。

佛山一环西拓南环段项目有望在今年6月份动工，

该项目包括对高明大道的节点快速化改造工程。

目前，高明已在高明大道三洲段（原仙村收费

站）、高明大道水产市场段、高明大道龙亨路口段进行

相关勘察工作，未来这些路段将设置上跨立交桥或是下

沉式的隧道。

p高明一环西拓南环段 将打通东出口

         点评：一旦一环西拓南环段项目建成后，它将有利于高明打破交通瓶颈，缓解“东”出口通道不足的

问题。未来，高明区将有望实现与佛山一环、佛山中心城区的无缝对接，有助于高明直接融入广佛核心区。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房企动态

历经多日等待，4月22日，全城瞩目的“共鉴·灯

湖西引力”发布会，于千灯湖保利洲际酒店璀璨启幕！

美的地产集团粤中区域总经理邱银洲先生登台致辞，进

一步阐明了美的地产布局南海的集团战略，以及将美的

翰湖苑打造成广佛湖居代表作的决心。发布会上，美的

地产集团品牌与客户关系副总监、广告中心总经理沈醉

女士，对美的地产品牌、核心产品5M智慧健康社区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让在场嘉宾更直观的了解到，美的地产

作为2016最具价值智慧地产品牌的魅力，博得了阵阵喝

彩。

         点评：美的地产作为地产界的最强大脑，将以5M智慧健康社区领航智慧人居新时代。

p共鉴灯湖西引力 4.22美的地产重磅登陆灯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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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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8 顺德
TD2016
（SD）

WG0009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村田
心地段地块 97807.13 ＞1.0 且

≤2.5 商住 41373 3284 5-31

p土地供应：本周顺德区有1宗土地挂牌



4月18日，顺德龙江挂牌了左滩村田心地段

一宗逾9.78万㎡的商住地块，地块起拍价41373

万元，折合起拍楼面价1692元/㎡，将于5月31

日下午3时进行网拍。

地块位于龙江镇南部，地块南临西江，北面

靠近顺德新世纪水上乐园、龙山大金山森林公园、

新世纪农业园等大型旅游景区，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目前，地块周边除了圣淘湾等二手小区外，

并无其他新建楼盘在售，且圣淘湾主打别墅产品。

顺德龙江左滩村田心地块【TD2016（SD）WG0009】

出让
地块

龙山大金山森林公园

新世纪农业园

西江 左滩小学

左滩幼儿园

新世纪水上乐园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p土地成交：本周三水区有1宗、顺德区有2宗地块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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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得者 成交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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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89万
元+500元/
㎡/月提留
物业返租款

9502 金辉地产 4-17

顺德 TD2017(SD)
WG0005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奇大
道东以北、祥和过江隧道

以西地块
39844.46 ＞1.0且

≤2.5 商住 50798 188500 13517 金辉地产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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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0 2348 恒福兴达 4-19



4月17日，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土拍，金辉

地产最终以“总价119689万元+500元/平/月的

提留物业返租款”竞得位于顺德北滘水口村的一

宗占地近4.35万㎡的商住地。据了解，该地块是

金辉地产进驻佛山的首宗地块。

根据规划，该地块分为A、B两区，A区面积

为23394.09㎡，B区为20129.24㎡，两区建筑

密度均不高于28%，绿地率不低于30%。宗地基

本平整，不设定标高。地块半径1.5公里范围内无

新建住宅小区。该地段处于北滘与乐从、陈村交

汇处，距离建设中的地铁3号线美旗站约600米，

距离已开通的广佛地铁新城东站约3公里。

顺德北滘镇荷岳路以南、僚龙路东侧地块【TD2017(SD)WG0004】



万科新城湾畔

龙湖春江名城

凯蓝滨江名门
龙光水悦云天

海信科龙青年旅馆

大凤山公园

德胜河滨公园
出让
地块

京
珠
线

　4月20日下午，经过1个多小时的竞拍，

北京融辉茗业投资有限公司（金辉地产）最终以

18.85亿的总价竞得位于德胜河南岸一宗3.98万

㎡的商住地折合楼面价13517元/㎡，溢价率超

271%，刷新容桂最高纪录。

作为容桂德胜河南岸旧改地块，该地块周边

生活医疗教育商业配套基本完善，环境优美。从

地块向北还可直望德胜河江景，拥有广阔的一线

江景。目前，地块周边可售新盘并不多，且主要

集中在容奇大桥以西和德胜河北岸。片区房价在

10000-15000元/㎡价格不等，相比隔壁的大良

1.8万/㎡的均价仍然属于价格洼地。

顺德容桂德胜河南岸旧改地块【TD2017(SD)XG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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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p土地出让预告：下周无地块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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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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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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城区

石湾 美誉紫薇花园 首层商铺 2 434.06

石湾 美誉紫薇花园 2号 7 1565

石湾 时代香海彼岸 三座,四座 270 30078.14

高明区
荷城 绿色世嘉花园 12、13座 80 8 6801.7 845.35

荷城 富隆湾家园 3座 88 6 8081.22 570.7

顺德区

乐从 金钻商贸公寓 金钻商贸公寓 324 10 16485.92 2776.43

陈村 美的花湾花园 15、16座 240 22593.06

陈村 太平洋国际花园 11栋 224 14320.13

p新增住宅供应18.1万㎡
2017年第17周，佛山共有2076套住宅供应，总面积约18.1万㎡。全市五区仅禅城区、高明区和顺德区有

新增，顺德区推新量占全市大部分，顺德乐从金钻商贸公寓新增供应数量最多，新增住宅供应324套，商铺10套。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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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德区

容桂 碧桂园凤凰湾 1、2座 634 26124.12

勒流 凯茵花园 13座 125 10 11460.75 478.65

杏坛 嘉信绿景轩 2号楼 75 7 6160.95 1020.54

均安 南湖花园 10、11座 246 21458.4
龙江 龙江碧桂园华府 18、19座 164 12 17877.56 1308.8

龙江 龙江碧桂园华府 26、27、32、
33座 240 14 25867.2 1227.87

合计 2076 710 181185.03 36351.52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市场供求概况
p住宅供求周度走势：供应持续上涨，成交量价齐跌
      2017年第17周，佛山全市约有18.1万㎡的住宅供应，环比继续小幅上涨14%；其中顺德区新增住宅预售

1638套占全市货量的三分之二，南海区、三水区依然零供应。

成交市场方面，第17周全市成交1577套，成交面积为18万㎡，环比上周下降21%；成交均价9893元/㎡，

环比上周继续下降3%。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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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山 恒福天悦花园 10 13992  即将加推8座新品

罗村
尚观嘉园 8 13798 在售28座洋房单位
雅丽豪庭 10 14498 首推全新四期47座100方优化三房单位

丹灶 桂丹颐景园 60 8332 全新35-98㎡百变洋房热售中

九江 誉江华府 111 9849 在推13座洋房新品，户型为130-136平米四房
依云公馆 36 8049  DIY烘焙活动

西樵 东建锦绣龙湾 10 9972  加推三四房户型新品住宅
恒大御湖湾 6 10966 升级新品 即将荣耀加推

桂城 金地珑悦 10 17287 主推6座洋房新品
依岸康堤 10 19744 ——

里水 万科金域缇香 11 18085 在售7-14座洋房

p南海区标杆项目：九江誉江华府111套夺得南海区销冠
南海区第17周成交683套，面积约7.6万㎡，成交量持续上涨17%；成交均价为10986 元/㎡，环比上周下跌

7%。丹灶的桂丹颐景园以网签60套居南海区首位。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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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良
康格斯花园 35 9783 主推三期9/10/11座洋房单位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7 15246 加推6-8座新品
容桂 东怡水岸花园 9 10266 ——
乐从 保利西悦湾 18 12474 ——
均安 都市经典广场 33 11147 加推高性价比学区园景三/四房

勒流 东菱帝苑 16 12033 196-340㎡揽江盛宅 臻藏发售中！

伦教 保利中央公园 76 11540 在售二期园景洋房和临街商铺

杏坛 金海岸花园 9 9923 ——

p顺德区标杆项目：伦教保利中央公园76套夺顺德区销冠
顺德区第17周成交319套，成交面积4.3万㎡，环比上周下降45%；成交均价为9539元/㎡，环比上周基本持

平。顺德总体呈现量跌价升趋势，伦教保利名苑签约76套夺销量冠军。

佛山市场|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商业市场供求概况
p商业供求周度走势：供应小幅上涨，成交量稳价跌

2017年第17周，佛山全市除南海区和三水区无供应，其余三区共有3.6万㎡的商业用房供应，环比上周小
幅上涨；

成交市场方面，第17周全市成交1040套，成交面积为5.4万㎡，与上周基本持平；成交均价12885元/㎡，
环比略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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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商业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佛山中心区第17周商业Top10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物业类型 签约套数 签约面积
（m2）

签约均价
（元/m2） 

1 越秀岭南隽庭 禅城祖庙 公寓 292 15420 14253

2 保利东湾 顺德乐从 公寓 195 11009 9417

3 碧桂园凤凰湾 顺德容桂 公寓 134 5113 9537

4 智汇广场 顺德乐从 公寓 96 5573 9123

5 富力国际金融中心 南海桂城 写字楼 69 10103 19034

6 华南医博城 南海罗村 写字楼 57 1650 ——

7 万科金域中央 南海桂城 公寓 41 2756 14202

8 越秀可逸新势力 禅城祖庙 公寓 39 1802 11738

9 世博广场 禅城石湾 商铺 36 580 30830

10 新澳ITI国际 南海盐步 公寓 35 2435 13540

p商业标杆项目：禅城祖庙的越秀岭南隽庭成交292套公寓夺得销冠
从区域上分析，本周商业成交中南海区占4个，顺德、禅城各占3个紧随其后；成交前十中公寓继续以7个占绝

对优势，其中以顺德项目为主，祖庙的越秀岭南隽庭成交292套公寓占据榜首。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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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里水 奥园观湖尚居 4月23日 1、2座
01/02/05单元 186 88、119㎡三房、125

㎡四房 14091 83%

南海罗村 绿地丽雅香榭花城 4月23日 12/13栋 356 80-98㎡三房 13500 售罄

南海狮山 长华国际商业中心 4月22日 11栋 112 105-139㎡三四房 15500 58%

三水西南 时代南湾 4月23日 —— 224 85-135㎡三四房 9400-12000 售罄

南海西樵 碧桂园西樵悦府 4月22日 1/2号楼 216 98-148㎡三四房 13500 87%



2017年4月17日-2017年4月23日（佛山第17周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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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盘信息 里水 奥园·观湖尚居 4月21日 90-120㎡揽湖新品 登记倒计时

p楼盘报纸广告投放：上周仅有1个项目进行报广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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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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翰湖苑 4月22日 举行产品发布会

东建锦绣龙湾 4月22日 开放新品板房

佛山恒大城 4月22日 开放15座样板间

禅城 金茂绿岛湖 4月23日 开放全新板房

三水 恒大郦湖城 4月22日 开放4大外展点

高明 碧桂园联丰天汇湾 4月22日 开放板房

顺德

碧桂园龙江华府 4月22日 开放2期示范区

藏珑华府 4月22日 开放全新样板间

佛奥湾 4月22日 开放【铂悦峰】组团板房

p楼盘营销活动：共8个项目进行工程类推广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本周有8盘有营销动作，开发商们纷纷开始在五一前“抢节点”，迎来了一波小高潮。南海有

3盘领先。其中，南海丹灶的美的翰湖苑于周六举行产品发布会，其余各盘均为开放示范区或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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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营销活动
亮点项目——美的翰湖苑
活动时间：4月22日 

活动主题：举行产品发布会

活动介绍：
在4月22日，与千灯湖保利洲际酒店首次亮相。发布

会上，美的地产集团品牌与客户关系副总监沈醉，对美的

地产品牌、核心产品5M智慧健康社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据了解，美的地产的5M智慧健康社区，包括M-

Smart云智慧管理、M-Health多功能健康园林、M-Home

超人性化家居、M-Service全方位社区服务，以及M-

System全系统精工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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