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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与城市规划分析 � 

u  宏观政策分析 � 

u  佛山城市规划分析 � 

Part 1 
 � 



u 多地调控再加码 �  � 央地新一轮调控组合拳剑指炒房 � 
住建部、公安部等七部门正式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开展为期半年的治理房地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从调控方式、范围和调控重心来看，打击遏制投机炒

作之风，成为央地新一轮调控“组合拳”的发力点。而自西安打响本轮打击投机炒房行为的第一枪后，长沙、杭州、昆明、重庆、上海、佛山等地相继跟进，上述

地方调控新政中，不少都是对“人才新政”“摇号买房”副作用的补救措施，未来或有更多类似的城市加入调控行列。 � 

 
u  佛山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 � 

佛山市住建管理局牵头召开会议，对该市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进行动员部署。会议强调，将重点整治投机炒

房、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虚假房地产广告等四类行为，共22项问题。 � 

 � 

u  佛山商业、商务办公用房可改租赁住房 � 

7月9日，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推进商业、商务办公用房改建为租赁住房 � 加快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建设工作的通知(试行)》。7月9日前在建、已

建、库存的商业、商务办公用房，可按相关规定申请改建为租赁住房。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积率不变，无需补缴土地出让金。调整后，用水、用电和燃气收费价格按

照居民标准执行。 � 

 � 

u  半年调控达260次 � 楼市政策或加码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18房地产政策调控次数高达260次，比上一年同期上涨80%。共有73个城市出台调控政策，包含限购政策135条、限贷政策176条，51

个城市以及海南全域实行限售政策。上半年的调控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简单限购、限售、限价、限贷，因城施策和分类调控特征明显，手段也更加多元。 � 

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加码，调控手段多样化，加快构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 

宏观政策分析：房地产调控加码，加快构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 



城市规划分析： � 

u  禅城：普君新城社区八项目规划出炉 � 
7月2日，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发布《普君新城社区八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建设单位为佛山市东建集团有限公司，这意味着普君新城组团最后一个

项目的规划出炉。该项目位于禅城区同济路北侧、文华路西侧、兆祥路南、普君路东侧之八，项目占地面积约21447.37㎡，主导居住用地，兼容商业金融业用地、办公

用地。将建5栋高层住宅，其中1、2、4座塔楼均为49层高，5座塔楼为33层高，均为2梯6户设计。 � 

 � 
u  佛山地铁7号线途径！平洲旧城区规控发布 � 将新增9宗宅地 � 

7月13日，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发布了平洲旧城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按照规划，该片区将定位为桂城公共服务与休闲活动中心，打造滨水优质示范低碳

新型都市产业社区。按照规划，片区将以围绕建设广佛RBD的目标，搭建金谷光电产业平台打造转型示范结点，形成“人居+产业+休闲”城市功能片区。片区预计规划

总人口容量约6.5万人。 � 

 � 
u  狮山：添2所学校 � 共设102个班 � 新增4770个学位 � 

7月10日，南海区规划局发布了南海区英才学校和狮山实验学校的相关规划批示文件，对两所学校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披露。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占地面积

98230.92㎡，总计容面积72915.97㎡，将总共设有54个班，招收学生2520人；南海区英才学校占地面积63548.9㎡，计容面积46945.63㎡，将总共设置48个班，包括

小学30个班，合计1350人；初中18个班，合计900人。 � 

 � 

u  高明：到2020年将建成千亩以上公园16个 � 
《佛山市高明区建设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方案(2018-2022年)》近日正式印发。根据方案，高明各镇街要将城市绿心群建设、交通干线和滨水岸线绿化建设、

乡村公园绿化、“三旧”改造增绿、国土储备地绿化作为城乡增绿主战场和突破口。城市生态绿心群建设方面，全区要新建1公顷以上镇街公园5个，72个村居至少各建

成1个公园，意味着未来五年高明将实现镇街村居皆有公园。 � 

 
 



城市规划分析： � 

u  禅城奇槎片区拟添一处体育中心配套 � 

 �  7月16日，从禅城区人民政府网处获悉，奇槎社区体育中心及停保场项目选址意见书已于日前进行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7月16日—7月25日。

查阅文件得知，宗地位于魁奇路北侧、规划十六路东侧，即奇龙大桥西北侧方位，建设单位为禅城东部商务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拟用地面积

27694.34平，其中地块一占地约12102.92平，地块二占地约15591.42平。 � 
 
u  南海：狮山官窑将新增5宗宅地 � 9处学校 

南海区狮山官窑城区NH-F-38-03管理单元批前公示稿已发布，公示时间为7月20日-8月19日。观察最新土地规划可知，区域拟新增宅地5宗，

商业用地4宗，学校4所（共计9处，涵盖1处中学、3处小学、5处幼儿园等）。此外还将新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及体育活动中心

若干，以及1处农贸市场。 � 
 
u  顺德：超30宗宅地+有轨电车 � 均安一河两岸规划出炉 � 

7月26日，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发布了《均安镇一河两岸（S3-03-02）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  批后公布》。按照规划，该片区将作为镇公共服务副中心，

打造以特色旅游服务和特色商业服务为主导、生活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居住环境优美、水乡特色鲜明的旅游小镇和宜居城区。用地布局方面，片区内规划居住用地面积为

101.28公顷，占整体用地的33.8%。从规划图来看，未来片区内将新增规划居住用地32宗，以及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与此同时，有轨电车9号线还将沿着百安南路铺设。 � 

 � 
u  南海：里水中心城区最新控规披露 � 

里水中心城区规划也于今日（7月27日）正式披露！此次公示规划，对里水中心城区进行了具体的定位，确定规划结构为“一轴一带、一核双心、多点多组团”。规

划区发展目标定位为广佛都市圈RBD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健康产业示范区。根据用地布局显示，规划区总用地面积776.18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463.24公顷，

居住用地为71.39公顷，占比15.41%。未来片区内将新增规划居住用地11宗，以及3所小学、1所中学。此外，地铁6号线、10号线、里水有轨电车均途经规划区。 � 

 � 
 



土地市场表现 � 

u  佛山土地市场供求分析 � 

u  商住用地分析 � 

u  重点地块分析 � 

Part 2 
 � 



佛山土地市场供求分析——本月成交 � 

2018年7月佛山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 � 

分类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 21212-2007；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2018年7月，佛山经公开市场途径共成交土地14宗，延续了6月份的热度，成交主要集中在商住用地，总成交占地面积70.43万㎡，

成交总金额149.21亿元。其中商住用地成交10宗，总占地面积为51.8万㎡；商业用地成交1宗，总占地面积为1.49万㎡；商服用

地成交1宗，总占地面积为4.25㎡；工业用地成交2宗，总占地面积为12.89万㎡。 � 

区域 �  �  �  土地类型 �  成交宗数 �  �  �  占地面积(万㎡) �  �  �  计容建面(万㎡) �  �  �  成交价(万元) �  �  � 

禅城区 �  商住 �  1 �  2.19 �  9.855 �  34644 � 

南海区 � 
商住 �  4 �  31.99 �  90.534 �  1191726 � 
商业 �  1 �  1.49 �  2.98 �  14478 � 

三水区 �  商住 �  2 �  5.51 �  15.679 �  105890 � 
顺德区 �  商住 �  1 �  1.66 �  4.16 �  33600 � 

高明 � 
商住 �  2 �  10.45 �  26.803 �  94139 � 
工业 �  2 �  12.89 �  38.67 �  7637 � 
商服 �  1 �  4.25 �  10.325 �  9982 � 

总计　 �  　 �  14 �  70.43 �  199.01 �  1492096 � 



2018年7月佛山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一览表（将于2018年8月竞拍） � 

佛山土地市场供求分析——本月供应 � 

分类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 21212-2007；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Ø  2018年7月，据世联统计，经公开市场途径共新增供应土地17宗，总供应面积为69.2㎡。其中商住用地有4宗，商业用地有

1宗，工业用地有12宗。 � 

区域 �  土地用途 �  推出宗数 �  总占地面积(万㎡) �  �  可建面积(万㎡) �  � 

禅城区 �  商住 �  1 �  3.05 �  12.2 � 

高明区 �  工业 �  3 �  10.5 �  31.44 � 

南海区 � 
商住 �  2 �  8.63 �  23.675 � 

商业 �  1 �  0.38 �  2.07 � 

三水区 �  工业 �  7 �  19.2 �  36.47 � 

顺德区 � 
工业 �  2 �  20.3 �  60.78 � 

商住 �  1 �  7.27 �  14.54 � 

总计 �  17 �  69.2 �  181.18 � 



Ø  2018年7月，佛山经公开市场途径成交商住办用地10宗，总建筑面积147.03万平米，环比上涨了20.2%，同比上涨了

10.4%；成交总金额为145.99亿元，环比增涨48.5%，同比上涨28.7%。 � 

Ø  在成交溢价方面，7月份全市整体溢价率为19%，环比下跌69.2%。 � 

商住用地分析 � 

分类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 21212-2007；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成交建⾯面 133.12  79.40  173.79  165.98  35.28  156.98  67.29  46.11  328.57  43.95  172.09  122.35  147.03  

成交⾦金额 113.45  55.41  97.52  118.13  15.90  82.31 64.44  27.17  259.90  18.51  97.55  98.34  145.99  

0.00 	�

50.00 	�

100.00 	�

150.00 	�

200.00 	�

250.00 	�

300.00 	�

0.00 	�

50.00 	�

100.00 	�

150.00 	�

200.00 	�

250.00 	�

300.00 	�

350.00 	�

单位：亿元	�单位：万平米	�

2017-2018年佛山市商住用地成交走势	�

成交建面	� 成交金额	�

76.5% 

54.4% 54.3% 

27.1% 

13.1% 

13.0% 

56.3% 

45.8% 

33.5% 

17.8% 

38.9% 

61.9% 

1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佛山2017-2018年商住用地成交溢价率走势图	�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Ø  7月土地市场有10宗商住办用地出让，土拍市场热度不减，出让占地面积51.8万㎡，揽金逾145.99亿元。 � 
行政区 �  片区 �  地块位置 �  用地性质 �  土地面积_万平米 � 总建筑面积_万平米 �  容积率 �  成交价格_万元 �  溢价率_百分比 �  成交日期 �  受让单位 � 

高明区 �  荷城 �  高明区荷城街道祥进路以
东、兴运路以南 �  商住 �  8.19 �  �  20.48 �  �  2.5 �  �  75059 �  �  31% �  7月4日 �  广州金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 

禅城区 �  城南 �  禅城区汾江南路东侧、黎
明路南侧 �  商住 �  2.19 �  �  9.86 �  �  4.5 �  �  34644 �  �  0% �  7月4日 �  佛山市恒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三水区 �  西南 �  三水区西南街道建设大道
南侧地块一 �  商住 �  2.72 �  �  8.70 �  �  3.2 �  �  56430 �  �  3% �  7月4日 � 

佛山市南海鸿晖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  � 

三水区 �  云东海 �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鲁村路
以东、协和路以北地块 �  商住 �  2.79 �  �  6.98 �  �  2.5 �  �  49460 �  �  1% �  7月6日 �  广州旭辉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 

顺德区 �  龙江 � 
顺德区龙江镇龙江居委会
北华路以南、东华路以东

地块 � 
商住 �  1.66 �  �  4.16 �  �  2.5 �  �  33600 �  �  20% �  7月6日 �  中海地产 � 

高明区 �  杨和 �  高明区杨和镇三和路以南、
好年路以西 �  商住 �  2.26 �  �  6.33 �  �  2.8 �  �  19080 �  �  31% �  7月18日 �  敏捷地产 � 

南海区 �  九江 �  南海区九江镇九江大道九
江鱼苗场地段北侧 �  商住 �  6.29 �  �  16.35 �  �  2.6 �  �  108900 �  �  19% �  7月20日 �  碧桂园集团 � 

南海区 �  狮山 �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三环西
工业园区地段 �  商住 �  2.50 �  �  6.50 �  �  2.6 �  �  64026 �  �  38% �  7月20日 �  深圳首创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 � 

南海区 �  桂城 �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西社区
良溪地段 �  �  �  �  商住 �  19.33 �  �  56.07 �  � 

A区：≥4.0，且
≤5.8； � 

B、C区：≥2.5，
且≤3.0； � 

857800 �  �  21% �  7月24日 �  保利地产 � 

南海区 �  里水 �  南海区里水镇沙涌下沙村
“李婆元”地段 �  商住 �  3.87 �  �  11.61 �  �  3.0 �  �  161000 �  �  15% �  7月30日 �  保利地产 �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l 地块编号： � TD2018(GM)WG0026 � 

l 交易时间： � 2018-7-4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8.19万方 � 

建筑面积：20.48万方 � 

起始价格：57309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2799 �  � 元/㎡ � 

成交价格： � 75059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31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3667 �  �  �  � 元/㎡ � 

竞 � 得 � 者: �  � 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高明区荷城街道祥进路以东、兴运路以南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  地块采取“限地价+竞租赁住房”的方式，最高限制地价为128945万元(楼面地价约6300 �  元/㎡)，当土地竞买价格达到最高限制地价时，竞价方式转为向上竞自持70年的可建计容租赁住房建
筑面积(上限为204674.48㎡)，每次面积增加幅度为500㎡或500㎡的整数倍，报出面积最先达到上限204674.48平方米的为竞得人。 � 
②  本项目须配建一所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居委会和老人活动中心等，建成后无偿移交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其中，幼儿园用地面积≥6300㎡，建筑面积≥6300㎡;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筑

面积≥150㎡;社区居委会建筑面积≥300㎡，社区服务站建筑面积≥300㎡;老人活动中心建筑面积≥120㎡。 � 
③  建筑控高≤75米。 � 
 � 

高明碧桂园三期 � 

高明碧桂园峰会 � 

信盛广场 � 

德润购物中心 � 

高明杨和 � 

西江新城 � 

二手均价：7000-10000元/ � 
㎡ � 

102/123/143 � ㎡洋房 � 
均价：7800-8800元/ � ㎡ � 

龙涛湾森林动感水城 � 

出让地块 � 

高明树头地块 � 
楼面价4089元/㎡ � 



l 地块编号： � TD2018(CC)WG0004 � 

l 交易时间： � 2018-7-4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2.19万方 � 

建筑面积：9.86万方 � 

起始价格：34644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3515 �  � 元/㎡ � 

成交价格： � 34644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 0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3515 �  �  �  � 元/㎡ � 

竞 � 得 � 者:佛山市恒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禅城区汾江南路东侧、黎明路南侧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  地块将不设有限价。由于该地块为产业发展项目，按照地块建设要求，地块将建成不少于9万㎡的集商业、写字楼、住宅、公寓、酒店于一体的高端城市综合体。 � 
②  地块总投资额不得低于2.5亿元，且须在三年内引入不少于5家电子商务行业相关企业、“互联网+”相关新兴行业企业或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项目竣工后，第一年纳税总额不得低于300万，第
2-5年每年纳税总额须逐年递增20%。 � 

③  出让条件指出，地块竞得人须在地块二范围优先提供上限24046㎡地上商业物业及120个配套地下产权车位供转让方回购；还须为转让方代建地块一物业，包括19699㎡地上商业物业和98个
地下车位。地块一物业代建价为2400元/㎡，地块二商业物业回购价为5918元/㎡、车位回购价为10万元/个。 � 
④  竞得人还须对转让方所有物业进行返租。租赁保证金为11267.7万元，返租标准按地上物业67元/平方米•月、地下车位450元/个•月，租期20年，从实际交付起计，每两年租金递增10%。 � 

出让地块 � 

澜石站 � 

魁奇路站 � 

佛山地铁2号线（在建） � 

广
佛
线

黎冲市场 � 

澜石中学 �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 

世博嘉园 �  二手均价：17000-18500元/ � 
㎡ � 

新福港鼎峰 � 

洋房均价：18000-20000元
/ � ㎡ � 

黎涌小学 � 

丽日玫瑰名城 � 

二手均价：17000-19000元/ � 
㎡ � 

绿景小学 � 



l 地块编号： � TD2018(SS)WG0008 � 

l 交易时间： � 2018-7-4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2.72万方 � 

建筑面积：8.7万方 � 

起始价格：5493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6311 �  � 元/㎡ � 

成交价格： � 56430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2.5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6471 �  �  �  � 元/㎡ � 

竞 � 得 � 者:佛山市南海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三水区西南街道建设大道南侧地块一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  地块采取“限地价+竞自持”的方式，最高限制地价为65390万元，即楼面价不超7499元/㎡，当竞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时，转入第二阶段竞自持70年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以500
㎡或500㎡整数倍/每次向上竞价，最高限制自持70年租赁住房建筑面积(计容建筑面积)为69061.87㎡。 � 

②  自持面积只能整体登记、整体抵押，不可分割登记、分割抵押;不得转让、销售。竞得人自持租赁住房期间，自持租赁住房应全部纳入三水区租赁住房管理，并符合市、区政府部门有关规定。 � 
③  地块内须建设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住宅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且最低应不小于600㎡，最高可不超过2500㎡。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配建必须与建设项目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四同步”原则。 � 

出让地块 � 

时代南湾 � 在售均价：10000-13000元/ � 
㎡ � 

北江明珠 � 

二手均价：9000-9500元/ � 
㎡ � 

时代南湾 � 

在售均价：13000元
/ � ㎡ � 

汇信华府 � 

在售均价：11000元/ � ㎡ � 

时代城 �  二手均价：9500元/ � ㎡ � 

西南第十二小
学 � 

北江小学 � 

时代广场 � 

新动力广场 � 

招商樾园 � 吹风价：15000元/ � 
㎡ � 

北江凤凰公园 � 

美的地块 � 
楼面价6016元/ � ㎡ � 

广海大道西 � 



l 地块编号： � TD2018(SS)WG0009 � 

l 交易时间： � 2018-7-6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2.79万方 � 

建筑面积：6.98万方 � 

起始价格：4886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7005 �  � 元/㎡ � 

成交价格： � 49460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1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  � 7087 �  � 元/㎡ � 

竞 � 得 � 者:广州旭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鲁村路以东、协和路以北地块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  地块采取“限地价+竞自持”的方式，最高交易价格为52342万元，即最高楼面价不超7500元/㎡，若报价超过最高限制交易价格，则转入竞70年自持租赁住房环节，以500㎡或500㎡向上竞
自持面积，最高限制为55232.16㎡。 � 
②  地块内须建设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住宅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且最低应不小于600㎡，最高可不超过2500㎡。地块内的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由竞得人

代建，经验收合格后，无偿将产权移交云东海街道办事处。 � 
③  根据《三水新城大棉涌两岸城市设计》要求，为营造滨河商业气氛，沿新大棉涌一侧要求建设骑楼商业区，预留10米商业步行街，骑楼净宽统一控制3.6米。 � 

狮山小塘 � 

江苏中南
地块 � 

金融街地
块 � 

碧桂园地
块 � 

三水北站 � 

保利中央公园 � 

万达广场 � 

西南城区 � 

三水荷花世界 � 

云东海学校 � 

旭辉江山 � 

三水实验中学 � 

89-142 � ㎡洋房 � ：1.1-1.3万
元/ � ㎡（带装） � 

88-132 � ㎡洋房 � ：1.1-1.35万
元/ � ㎡（带装） �  华远地块

1 � 

华远地块
2 � 

出让地块 � 



l 地块编号： � TD2018(SS)WG0009 � 

l 交易时间： � 2018-7-6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1.66万方 � 

建筑面积：4.16万方 � 

起始价格：2800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6728 �  � 元/㎡ � 

成交价格： � 33600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20 �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8078 �  �  �  � 元/㎡ � 

竞 � 得 � 者: �  � 中海地产 � 

顺德区龙江镇龙江居委会北华路以南、东华路以东地块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  地块以“限地价，先竞配建无偿返还商务设施用途物业计容建筑面积，再竞自持70年租赁住房计容建筑面积”的方式现场挂牌竞买，该地块挂牌转让限定“土地交易最高价格”34387万元（折合地面单价20658

元/平方米、楼面单价8263元/平方米），在土地竞买价格未达到34387万元前，向上竞地价（增幅竞价），并以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该报价即为土地交易成交价。 � 
②  当土地竞买价格达到34387万元时，竞买方式转为竞配建无偿返还龙江股份社商务设施用途物业计容建筑面积，以0平方米起步，以200平方米为竞价阶梯，向上竞配建返租物业面积（增幅竞价），凡接受最高限

定地价的竞买人均可参与竞配建返租物业面积，并以承诺配建返租物业面积最高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 
③  竞得人承诺的配建返租物业面积及其按规划条件相应配套的地下小汽车停车位和地下摩托车、自行车停车位建成后须无偿移交给龙江股份社，且竞得人须按每平方米每月平均100元的首年租金单价标准（租金单价

每年递增5%）返租该部分配建返租物业5年，34387万元即为土地交易成交价。 � 
④  自持租赁最高限32578.32平 � 
⑤  本地块设有保密底价。 � 

龙江人民公园 � 

龙江城区 � 
中心小学 � 

西海花苑 � 

东华花苑 � 

阳光嘉园小区 � 

佛奥凯茵苑 � 

顺德龙江 � 
实验学校 � 

龙江商业中心 � 

一手均价：11500元
/ � ㎡ � 

二手均价：6500元/ � 
㎡ � 

二手均价：9900元/ � 
㎡ � 

一手均价：13000元/ � 
㎡ � 

出让地块 �  二区 � 

一区 � 



19 � 

高明区杨和镇三和路以南、好年路以西地块 � 

l 地块编号：TD2018(GM)WG0029 � 

l 交易时间： � 2018-7-18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2.26万方 � 

建筑面积：6.33万方 � 

起始价格：1458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2304 �  � 元/㎡ � 

成交价格： � 19080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30 �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3015 �  �  �  � 元/㎡ � 

竞 � 得 � 者:敏捷地产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地块将以“限地价、竞自持”的方式进行竞拍，设定最高限制地价为22436.2万元,当土地竞买价格达到22436.2万元时，竞价方式转为在上述不少于30套的计容建筑面积的基础上继续向上竞自持
70年的可建计容租赁住房建筑面积，每次面积增加幅度为500平方米或500平方米的整数倍，报出面积最先达到上限63289.69平方米的为竞得人，最高限制地价确定为成交价格。 � 
②竞得者须自持不少于30套的计容建筑面积的住房，自持年限为70年，用途为租赁住房。 � 

和富 � 阳光新
城 � 

雅居蓝湾 � 

阳光城 � 丽
景公馆 � 

杨和中学小学 � 

杨和镇政府 � 

高明区海天 � 
酱油厂 � 

吹风价：8000元/ � ㎡ � 

一手均价：8000元/ � 
㎡ � 

一手均价：7700元/ � 
㎡ � 

出让地块 � 

出让地块 � 

楼面价价：3545元/ � 
㎡ � 



20 � 

南海区九江镇九江大道九江鱼苗场地段北侧地块 � 

l 地块编号：TD2018(NH)WG0016 � 

l 交易时间： � 2018-7-20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6.29万方 � 

建筑面积：16.35万方 � 

起始价格：9180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5613 �  � 元/㎡ � 

成交价格： � 10.89亿元 � 

溢 �  � 价 �  � 率： �  �  � 18.5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  � 6657 �  � 元/㎡ � 

竞 � 得 � 者: �  � 碧桂园集团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该地块将采用“限价+竞自持”竞拍，最高限制地价为142150万元，即楼面价不超8690元/㎡。当竞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时，竞价转入竞该宗地内租赁住房建筑面积，所
建租赁住房须由竞得人自持70年，竞报阶梯为1000㎡，设最高限制面积12万㎡。 � 。 � 
②地块的总开发投资额不得低于57253万元。地块内须配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室、托老所、社区服务中心，还须设置≥2000㎡的公交站场、≥420㎡平体育健身场地、≥490㎡的环卫设施。

地块商业部分不超3万㎡。 � 
③地块将分为A、B两区进行规划，A区33851.1㎡，B区29064.6㎡。AB两区间的规划道路须由竞得人负责配建。 � 

依云公馆 � 

儒林第一小学 � 

九江汽车客运站 � 
出让地块 � 

九江中学 � 

荣基嘉园 � 

九江科技园 � 

南海区第九人民
医院医院 � 

二手均价：7200元/ � 
㎡ �  一手均价：9500元/ � 

㎡ � 

信基广场 � 
二手均价：8500元/ � 

㎡ � 



21 �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三环西工业园区地段地块 � 

l 地块编号： � TD2018(NH)WG0017 � 

l 交易时间： � 2018-7-20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2.50万方 � 

建筑面积： � 6.50万方 � 

起始价格： � 46288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7121 �  � 元/㎡ � 

成交价格： � 64026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 38.3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  � 9850 �  � 元/㎡+1000㎡租赁住房 � 

竞 � 得 � 者: �  � 深圳首创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地块将以“限地价、竞自持”的方式进行竞拍， � 最高限价64026万，折合楼面价约9850元/平。 � 
②开发总额不低于2亿 � 兼容商业建筑面积不大于1万平。 � 
③除了教育设施将由地方政府统筹异地建设外，竞得人须配建若干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体育设施（用地面积≥500平）、社区用房（建筑面积≤2500平）、公共绿地（≥3189.8平）等配套。 � 

 � 

 � 
 � 
 � 

 � 

尚东豪庭 � 

二手均价：10500元/ � 
㎡ � 

升平百货 � 

狮山高级中学 � 

南海经济开发区
人民医院 � 

嘉庆花园 � 

佛山植物园 � 

小塘中学小学 � 

三环西路 � 

二手均价：7800元/ � 
㎡ � 

小塘中学 � 

紫悦明都 � 
二手均价：13500元

/ � ㎡ � 

时利和汽车实业 � 
集团公司 � 

小塘汽车站 � 

出让地块 � 



22 � 

南海区桂城街道夏西社区良溪地段地块 � 

l 地块编号： � TD2018(NH)XG0001 � 

l 交易时间： � 2018-7-24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19.33万方 � 

建筑面积： � 56.07万方 � 

起始价格： � 71000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12663 �  � 元/㎡ � 

成交价格： � 85.78亿元 � 

溢 �  � 价 �  � 率： �  � 20.8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  � 15300 �  � 元/㎡ � 

竞 � 得 � 者: �  � 保利地产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本次竞拍分“竞地价、竞报A区引入产业项目得分、最后摇号”三阶段进行，最高限制地价人民币857826万元，限制楼面价1.53万元/㎡，扣除配建（扣除配建社区中心和
幼儿园）最高楼面价为16158元/㎡ � 。 
②A区：商务金融用地，兼容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及旅馆用地；B区、C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及旅馆用

地； � D、E、F：公园与绿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③本宗地的开发投资总额要求不低于15亿元，A区须配建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0㎡的人才公寓，公寓户型比例为40-50㎡占25%，50-60㎡占50%，60-70㎡占25%。C区需配建一所≥18班的幼儿
园，用地面积≥5400㎡，建筑面积≥4800㎡。 

中海万锦豪园 � 

二手均价：26000元/ � 
㎡ � 

南海实验
小学 � 

千灯湖公园 � 

广
发
银
行 � 

南海民间 � 
金融街 � 

出让地块 � 海五路 � 

宜家家居 � 

保利MALL � 

依云天
汇 � 

汇丰 � 

保利花园 � 

万达广场 � 

富力国际
金融中心 � 

灯湖小学 � 

二手均价：28000元
/ � ㎡ � 

 
 
 

D区 � 

二手均价：26000元
/ � ㎡ � 

          E区 � B区 � 

 
 
 

F区 � 

A区 � 

广
佛
线

桂
澜

路
 � 

千灯湖站 � 

C区 � 



23 � 

高明区更合镇经一路以东、合和大道以南地块 � 

l 地块编号： � TD2018(GM)WG0031 � 

l 交易时间： � 2018-7-25 � 

土地性质：商服用地 � 

占地面积： � 4.25万方 � 

建筑面积： � 10.63万方 � 

起始价格： � 9982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940 �  � 元/㎡ � 

成交价格： � 9982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0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940 �  �  �  � 元/㎡ � 

竞 � 得 � 者: �  � 合建市政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地块竞得者除了须配建社区警务室、公共厕所和人防设施外，还需建造62个以上停车位的公共停车场和建筑面积不低于1000㎡的农贸市场一处。 � 
②容积率≤2.5，建筑控高50米。 � 
 � 
 � 
 � 

 � 

禾亿更合商服地 � 

楼面价价：960.6元/ � 
㎡ � 

诚德山庄 � 

出让地块 � 



24 � 

南海区西樵镇听音湖片区樵山路南侧、樵和路东 �  � 侧地块 � 

l 地块编号： � TD2018(NH)WG0018 � 

l 交易时间： � 2018-7-26 � 

土地性质：商业用地 � 

占地面积： � 1.49万方 � 

建筑面积： � 2.98万方 � 

起始价格： � 423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1419 �  � 元/㎡ � 

成交价格： � 14478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 242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  � 4864 �  � 元/㎡ � 

竞 � 得 � 者: �  � 南海珠岛置业有限公司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 � 
②容积率＞1.0且≤2.0，建筑密度≤40%，绿地率≥35%，建筑高度≤24米。 � 
③本宗地的开发投资总额不低于2亿元，且须缴纳开发建设保证金1千万。酒店部分必须建设客房数（包括酒店主楼、副楼）≥200间，并自办理规划报建开始接受监管单位或其指定部门的监管，酒

店住宿部须自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36个月内开业经营。 � 
④竞得方至少得自持酒店经营15年。 � 

恒大御湖湾 � 

二手均价：9200元/ � 
㎡ � 

西樵中学 � 

听音湖 � 

简村工业区 � 

出让地块 � 

中海山湖世家 �  西樵山风景区 � 

吹风价：13000元/ � 
㎡ � 



25 � 

南海区里水镇沙涌下沙村“李婆元”地段 � 

l 地块编号： � TD2018(NH)WG0019 � 

l 交易时间： � 2018-7-30 �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 

占地面积： � 3.87万方 � 

建筑面积： �  � 11.61万方 � 

起始价格： � 140000万元 � 

起始楼面地价：12054 �  � 元/㎡ � 

成交价格： � 161000万元 � 

溢 �  � 价 �  � 率： �  � 15 �  �  � % � 

成交楼面地价： �  �  � 13862 �  � 元/㎡ � 

竞 � 得 � 者:南海区景元房地产有限公司 �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 
①本次宗地采取“限地价+竞自持”方式进行拍卖，起始价为14亿元，增价幅度为1400万元每次，设置最高土地交易价格为17.7704亿元。 � 
②当有竞买人报出最高限价时，转入竞自持70年租赁住房环节。租赁住房起始面积为1000㎡，增价幅度为1000㎡每次，设置最高限制租赁住房面积为104000㎡。当竞买人报出租赁住房建筑面积
为104000㎡时，最先报出租赁住房建筑面积为104000㎡者确定为竞得人，最高限制地价确定为成交地价款。 � 

③自持租赁住房必须是住宅用途，自持年限为70年。竞得人自持租赁住房期间，自持租赁住房应全部用于对外租赁，不得转让、不得对外销售，且单次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不得以一次性
转让或出租物业(房屋)使用权等形式变相出售。 � 

南海碧桂园别墅 � 

楼面价：17334元/ � ㎡ � 

展旗中学 � 

展旗岗 � 

展旗工业区 � 

出让地块 � 

一手均价价：
20000元/ � ㎡ � 

展旗小学 � 

万科金色溪谷 �  二手均价：17000元/ � 
㎡ � 



重点地块情况——预告 � 

2018年8月佛山市重点地块拍卖一览表 � 

分类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 21212-2007；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行政区 �  地块位置 �  用地性质 �  土地面积_万平
米 �  总建筑面积_万平米 �  容积率 �  起报价_万元 �  起始楼面价 �  成交日期 � 

南海区 � 
南海区西樵镇听音湖片区
樵韵路北侧、樵和路东侧

地段 � 
商住 �  6.31 	� 15.78 	� 2.5 	� 86700 	� 5496 	� 8月2日 � 

南海区 �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横江村
富华北路4号地块 �  商业 �  0.38 	� 2.07	� 5.5 	� 5512	� 2637 	� 8月3日 � 

禅城区 �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路北侧、
三友南路南侧 �  商住 �  3.05 	� 12.2	� 4.0 	� 47814	� 3917 	� 8月7日 � 

顺德区 � 
杏坛镇顺德西部生态产业
区启动区商务配套区D-
XB-10-01B-05-02地块 � 

商住 �  7.27 	� 14.54	� 2.0 	� 81621	� 5612 	� 8月6日 � 

南海区 �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水头
广佛路江夏立交东地段 �  �  �  商住 �  2.32 	� 7.9	�

A区：≥1.5，且
≤5.0;B区：＞1.0，

且≤3.0	�
94826	� 11930 	� 8月20日 � 



商品住宅市场表现 � 

u  佛山住宅供求情况 � 

u  佛山住宅库存情况 � 

u  成交排名TOP10楼盘情况 � 

u  各区供求情况 � 

Part 3 
 � 



住宅整体情况：成交量跌价升，供应量回升 � 

Ø  7月，全市一手住宅供应面积为109.91万平米，环比上涨14.2%，同比上涨1.5%； � 

Ø  7月，全市共成交16963套，成交总面积162.62万平米，环比下跌1.9%，同比上涨116.1%；成交均价

为12216元/平米，环比上涨12.3%； � 

Ø  全市成交主力户型为90-100㎡刚需户型、100-120㎡刚需刚改户型，占比57%。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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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库存情况： � 

截止7月底，佛山五区商品住宅静态库存量637.85万㎡，按照2018年月均去化推算，在不增加新供应情况下，去化周期约

5.5个月。 � 

各区库存中，南海区库存量依然最高，有256.5万㎡，去化周期约9个月左右；禅城区库存量最低，跌至47.24万㎡，去化周

期仅需2.6个月，库存紧张。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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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月存量面积（万平米） �  去化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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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排行榜 � 

2018年7月，佛山市楼盘签约成交量排名TOP10的楼盘依次为：碧桂园凤凰湾、万科美的西江悦花园、伦教碧桂园、灏景湾

花园、美的翰湖苑、盛凯尚居、欧浦花城二期、万科魅力花园、碧桂园新城之光、美的西江御府。 � 

成交前十的楼盘成交总量2951套，占全市成交总套数的31.85%。 � 

排名 �  �  项目名称 �  �  区域 �  �  签约套数 �  �  签约面积 �  �  销售均价 �  � 

1 �  碧桂园凤凰湾 �  顺德区 �  1063 111036.96 14000 

2 �  万科美的西江悦花园 �  高明区 �  327 32164.08 12000 

3 �  伦教碧桂园 �  顺德区 �  279 30698.95 16800 

4 �  灏景湾花园 �  顺德区 �  236 24872.79 15500 

5 �  美的翰湖苑 �  南海区 �  202 21392.83 12500 

6 �  盛凯尚居 �  三水区 �  193 20231.59 7800 

7 �  欧浦花城二期 �  高明区 �  173 16848.26 7000 

8 �  万科魅力花园 �  三水区 �  165 15794.65 10500 

9 �  碧桂园新城之光 �  顺德区 �  164 20918.22 18000 

10 �  美的西江御府 �  顺德区 �  149 16792.84 13800 

2018年7月佛山市住宅成交排名TOP10楼盘一览表 � 

以上为房管局网签数据，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性，此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据以各开发商项目公布为准。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各区供求情况：禅城区 � 

成交回落，供应升温，禅城区楼市7月份住宅供应有所升温，供销比为1.14：1，受整体供不应求影响，价格持续上涨。 �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13.26万㎡ � ； �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11.63万㎡ � ，环比下降46.3% � ； �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3775元/㎡ � ，环比上涨0.7% � ，同比上涨24.5%； �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90-100㎡，占27%，其次120-140㎡占比25%。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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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供求情况：南海区 � 

成交回落，价格坚挺。7月份南海区新增货量有所上升，环比上涨10.6%，成交方面，7月份成交有所回落，住宅供销比为

0.93：1 � ，供求差距缩小；成交产品以90-100㎡刚需刚改户型为主。 �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31万㎡ � ，环比上涨10.6% � ，同比下滑6.5%； �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33.22万㎡ � ，环比下跌11.5%，同比上涨13.2%； �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2625元/㎡ � ，环比上扬2.4% � ，同比上涨12%； �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90-100㎡，占25%，其次是100－120㎡占23%。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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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供求情况：顺德区 � 

供应有所增加 � ，成交再创新高。7月份供应虽然有所增加，供求差距仍大；受部分项目集中网签潮影响，本月成交升至今年

来峰值，该月成交主力户型为90-100㎡刚需和100-120㎡刚需刚改型产品。 �  �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10.15万㎡，同比下降62.3%； �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73.26万㎡ � ，环比上涨34.6% � ，同比大涨725.2%； �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5204元/㎡ � ，环比上涨32.6％，同比上涨71.1%； �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90-100㎡刚需和100-120㎡刚需刚改型产品，分别占36%和24%。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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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供求情况：三水区 � 

供求齐跌，价格平稳。7月三水区新增供货收窄明显，较上月下降51.6%，成交有所下滑，量跌价稳。 �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25.93万㎡ � ，环比下跌51.6% � ，同比上涨37.3%； �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22.97万㎡ � ，环比下降25.9% � ，同比上涨43.7%； �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8620元/㎡ � ，环比微涨0.5%，同比上涨5.8%； �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90－100㎡和100－120㎡ � ，占69%；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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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售面积	� 18.89 	� 22.22 	� 38.01 	� 6.69 	� 34.63 	� 47.45 	� 18.22 	� 8.55 	� 17.87 	� 21.99 	� 30.22 	� 53.59 	� 25.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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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三水区各面积段成交情况 � 



各区供求情况：高明区 � 

成交向好，供应升幅明显。高明区7月供应激增，供应量环比大涨463.2%，成交量平稳向好，月度供销比为1.37:1；价格方

面，本月成交均价环比上涨11.3%，量价齐涨。 �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29.57万㎡ � ，环比大幅度上涨463.2% � ，同比上涨160.3%； �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21.54万㎡ � ，环比上涨1.9% � ，同比增幅高达238.3%； �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8156元/㎡ � ，环比上升11.3% � ，同比上涨25.9%； �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80-90 � ㎡ � 刚需和100－120㎡刚需刚改产品，分别占23%和32%；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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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市场表现 � 

u  公寓月度供求情况 � 

u  公寓面积段成交情况 � 

u  成交排名TOP10楼盘情况 � 

Part 4 
 � 



公寓月度供求情况 � 

受供应节奏放缓，主要以消耗库存为主，7月份佛山市公寓市场成交量价下降明显，供求差距拉大，本月成交主要集中禅城

和南海，受顺德网站搬迁合并影响，7月份暂无顺德公寓数据更新。 � 

供应情况：全市新增供应公寓仅0.04万㎡ � ； � 
成交情况：全市共成交914套，成交总面积5.14万㎡，环比下降24% � ，同比下跌59%； � 
成交价格：全市成交均价大幅回落，为12945元/㎡。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禅城 �  南海 �  顺德 �  三水 �  高明 � 
成交面积 �  34306.21 14518.00 0.00 1757.51 9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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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佛山市公寓月度成交量价走势 � 
供应面积 �  成交面积 � 



公寓面积段成交情况 � 

7月份，佛山公寓市场畅销产品集中在30-50㎡面积段，占比达50.69%，其次是50-70㎡的户型，占比达23.34%；禅城、

高明成交均以30-50㎡产品为核心，而南海区50-70㎡的产品和三水区90㎡以上产品表现突出。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备注：受顺德网站搬迁合并影响，7月份暂无顺德商业数据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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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排行榜 � 

2018年7月，佛山市公寓项目签约成交量排名TOP10的楼盘依次为：绿地小平墅、朝安碧桂园、万科金色领域、海伦堡爱

park、旭辉公元、绿岛湖壹号、敏捷金谷国际、星港城、万科金色里程、兆阳O立方。 � 

成交前十的楼盘成交总量665套，占全市成交总套数的72.7%。 � 

排名 �  项目名称 �  区域 �  签约套数 �  签约面积 �  销售均价 � 
1 �  绿地小平墅 �  禅城区 �  288 �  19116.22 �  10000 � 

2 �  朝安碧桂园 �  南海区 �  62 �  2691.87 �  17000 � 

3 �  万科金色领域 �  南海区 �  56 �  2219.99 �  18000 � 

4 �  海伦堡爱park �  禅城区 �  56 �  2785.83 �  15000 � 

5 �  旭辉公元 �  禅城区 �  50 �  2345.51 �  15000 � 

6 �  绿岛湖壹号 �  禅城区 �  36 �  1823.63 �  16500 � 

7 �  敏捷金谷国际 �  南海区 �  35 �  1562.65 �  14000 � 

8 �  星港城 �  禅城区 �  34 �  2124.86 �  16000 � 

9 �  万科金色里程 �  禅城区 �  28 �  927.91 �  15500 � 

10 �  兆阳O立方 �  禅城区 �  20 �  985.08 �  18000 � 

2018年7月佛山市公寓成交排名TOP10楼盘一览表 � 

以上为房管局网签数据，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性，此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数据以各开发商项目公布为准。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 



后市展望 � Part 5 
 � 



后市展望 � 

【政策⽅方面】在调控目标不动摇不放松的主基调下, 上半年的调控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简单限购、限售、

限价、限贷，因城施策和分类调控特征明显，下半年⼿手段也将更加多元，从调控⽅方式、范围和调控

重⼼心来看，打击遏制投机炒作之风，成为央地新⼀一轮调控“组合拳”的发⼒力点。

【⼟土地市场】7月⼟土拍市场活跃，共有10宗商住用地出让，出让总占地面积51.8万㎡，揽⾦金逾145.99亿，

南海成为本月卖地⼤大户，单月吸⾦金超120亿。保利7月份内接连拿下千灯湖良溪地块、里⽔水沙涌地块

两宗⾼高价地。千灯湖良溪地块以总价超85亿，成功登顶佛⼭山历年总地价排⾏行榜，地块达到最⾼高限价，

楼面价⾄至少16158元/㎡（扣除配建部分）。京企首创更是以64026万+1000平租赁住房面积重返佛⼭山，

斩获南海狮⼭山小塘商住地块，房企的⼟土地储备需求依旧强劲，布局节奏加快。   

【住宅⽅方面】瞄准⾼高涨的⼟土拍热潮，房企顺势加快推货节奏，南海和顺德成为成交主⼒力军，贡献了

全市成交量的62%。虽然进⼊入7月，成交量稍有下降，但受整体供不应求的影响，价格呈⼀一路攀升的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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