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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4日-2017年4月30日（佛山第18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宏观政策

4月25日，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和该区国土

城建和水利局共同发文，规定在顺德销售的商品住房

价格一经备案，60日内不予受理上调备案价格的申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预售许可证10日内，必须一

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以及其他行为。

除了发布文件限制商品房快速涨价外，近日，顺

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联合区物价部门、工商部门、

房地产商会、镇街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对顺德各镇（街）

部分在售楼盘现场和房地产中介机构进行了专项整治

检查。
      

p顺德新规：商品房备案后60天内不受理上调申报

      点评：此次新规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房地产交易安全，促进房地产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17年4月24日-2017年4月30日（佛山第18周市场分析）

佛山市场|城市规划

根据最新发布的《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

“十三五”规划》，广东将重点打造“5+4”骨干机场，

同时将新建一批通用机场。“5+4”骨干机场指珠三角

地区打造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珠三角新干线

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惠州平潭机场等5大机场，粤东

西北打造揭阳潮汕机场、湛江机场、梅县机场、韶关机

场等4个机场。规划显示，广东省还将在广州、珠海、

汕头、东莞、梅州等市新建一批通用机场，并迁建深圳

南头直升机场。

p广东将打造“5+4”骨干机场

         点评：规划将优化提升珠三角机场服务保障能力，扩大对粤东西北地区航空服务范围，形成以珠三角

机场群为核心、粤东粤西机场为两翼、覆盖粤北地区的全省运输机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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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房企动态

4月25日，碧桂园以57.52亿底价拿下位于广州番

禺区国际科技创新城一期工程A地块，楼面价为9130元/

平方米。未来碧桂园将联手思科打造思科广州智慧城项

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2016年，广州市政府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在

穗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思科中国创新中心总部项目拟建

于广州国际创新城启动区核心区，将打造年产值规模超

1000亿元人民币的世界一流的园区，也就是思科（广州）

智慧城项目。

     
    点评：思科已与碧桂园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将在创业服务、产城融合和科技小镇等方面建立

合作关系。

p碧桂园以底价拿下广州番禺210亩地 未来将联手思科打造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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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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6 南海
TD2017

(NH)
WG0005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龙路南
金村委会地段 81356.9 ＞1.0 且

≤2.85 商住 80706.1 3481 05-26

04-28 禅城
TD2017

(CC)
XG0003

佛山市禅城区华祥路南侧、规
划十六路西侧 55008.63 ＞1.0 且

≤3.0 商住 155719 8088 06-07

04-28 顺德
TD2017
（SD）
XG0006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逢沙大
道北侧地块之一 57813.77 ＞1.0 且

≤3.0 商住 138753 8000 06-01

04-28 顺德
TD2017
（SD）
XG0005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逢沙大
道北侧地块之二 48894.11 ＞1.0 且

≤3.0 商住 117346 8000 06-01

p土地供应：本周南海禅城各有1宗、顺德区2宗土地挂牌



4月26日，南海九江挂牌了沙龙路南金村委

会地段一宗逾8万㎡的商住地块，地块起拍价约8

亿元，折合楼面价约3480.7元/㎡，将于5月26

日上午10时进行网拍。

地块位于九江镇沙龙路南金村，从地理位置

上看，比较靠近西樵、龙江等片区，20分钟可到

西樵山景区，到禅城市区仅需半小时车程，地块

周边以厂房、农地、民居为主，生活配套还不够

完善，没有大型商业综合体。

南海九江镇沙龙路南金村地块【TD2017（NH）WG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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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p土地成交：本周无商住地块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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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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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土地市场监测
p土地出让预告：下周三水区有3宗地块挂牌出让，总面积超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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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 三水 TD2017（SS）
WG0009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科技大道3号 32726.37 ＞1.0 

且≤2.3 商住 31780 1287 05-03

04-01 三水 TD2017（SS）
WG0008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科技大道4号 75655.99 ＞1.0 

且≤2.3 商住 13750 1286 05-02

04-01 三水 TD2017（SS）
WG0010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科技大道5号 23416.41 ＞1.0 

且≤2.3 商住 9840 1287 05-03



4月1日当天，三水区白坭镇一连推出三宗连

体商住地块，分别为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科技大

道3号、4号、5号地块，总出让面积约13.18万㎡，

总起拍价55370万元，楼面价约1827元/㎡起。

三宗地块将于5月4日-5月5日分别进行网上拍卖。

地块周边有白坭中学、白坭中心小学、白坭

广场、山水龙盘等，距离白坭镇政府行车距离约

5.2公里。黄金大道号称白坭镇“商品房一条街”，

目前有黄金花园、富景花园、山水凯旋花园、江

帆花园、朗月华庭等成熟的高尚住宅小区，二手

房均价约4800-5600元/㎡，目前在售新盘仅剩

朗月华庭在售尾货，售价已上调至8500元/㎡。

三水区白坭镇科技大道3号、4号、5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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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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城区
南庄 融创湖滨世家 1座 84 17021.7

张槎 融创望江府 1座、8座 256 6 29072.96 546.45

顺德区

大良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C区6、7、8座 344 30845.74

容桂 碧桂园凤凰湾 商业街 14 791.3

龙江 佛奥凯茵苑 5号楼 103 8481.33

陈村 美的花湾城 13、14座 232 21834.32

陈村 太鼎中心 2栋 473 24519.24

陈村 凯蓝滨江名门 6座 128 5 9963.74 315.05

p新增住宅供应50.5万㎡
2017年第18周，佛山共有4920套住宅供应，总面积约50.5万㎡。全市五区均有新增，以南海非限购镇街

项目供应为主，新增量合计22.1万㎡，占全市的44%，其中万科金域天下新增供应数量最多，住宅新增858套，
商铺27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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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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德区

乐从 金海M-city 北塔 672 34838.41

北滘  碧桂园桂澜山 三期商铺A 20 1622.06

乐从 保利西悦湾 12、13座 208 18646.16

乐从 碧桂园华润新城之光 10、11座 232 20 22548.36 1055.05

南海区

狮山 恒大城 14-15号楼 250 21810.24
九江 嘉裕名轩 2、3座 113 11 10435.69 1694.46
西樵 聚兴花园 61-63座 202 21009.32
西樵 碧桂园翡翠湾 3-4座 312 32664.4
西樵 聚豪雅居 1-2幢 120 11495.25
西樵 东建锦绣龙湾 26栋、40栋 211 31468.41
狮山 松晖名苑 10栋 116 9 11232.77 444.81
西樵 恒大御湖湾 1-2、5-8座 96 10 14109.13 576.97

桂城 万科金域天下 7座2幢、6座1、
2幢 858 27 66814.68 1644.2



2017年4月24日-2017年4月30日（佛山第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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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区
乐平 雍翠新城 12-15座 210 423 22128.4 6499.59

云东海  谊泰雅苑 6座 96 12 10535.52 763.78

高明区

荷城 碧桂园联丰天汇湾 二期13、15座 240 16 27242.1 3405.2

荷城 君御海城 17-19座 455 20 55118 1185.2

荷城 美的明湖 19#、20#商铺 25 1852.25

杨和 美的鹭湖森林度假区 湖山揽墅一至八
街 54 10982.38

合计 4920 1145 0 618 505460.6 59357.65 0 223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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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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佛山全市约有50.5万㎡的住宅供应，环比上周上涨179%；其中南海区新增住宅预售占全
市货量的44%，顺德区占比22%居第二。

成交市场方面，第18周全市成交3067套，成交面积为34.2万㎡，环比上周大幅上涨90%；成交均价9393
元/㎡，环比上周小幅下跌5%。（注：由于佛山权威房地产网站更新，成交价格数据缺失，故本周成交均价为
估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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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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山
绿地丽雅香榭花城 171 12493 4月23日开盘首推12、13座80-96㎡三房

海逸桃花源记 39 12588  在售82-160㎡洋房

九江 誉江华府 92 11000 在推13座洋房新品，户型为130-136㎡四房
依云公馆 30 8199   五一水上嘉年华活动

西樵

碧桂园翡翠湾 298 7777 【御江】170㎡四房热销中
碧桂园西樵悦府 164 13500 4月22日入市，首期推1/2/3号楼
东建锦绣龙湾 64 11186 4月28日推40栋107-140㎡洋房新品

悦珑湖 41 9578  “悦享梦境 珑湖仙境”梦幻盛宴
罗村 雅丽豪庭 55 12105 5月1日举行4期开幕式，并正式开放示范区

里水 万科金域缇香 22 18563  在售90-120㎡洋房

丹灶 桂丹颐景园 43 8465 乐高总动员亲子活动

p南海区标杆项目：西樵碧桂园翡翠湾298套夺得南海区销冠
南海区第18周成交1608套，面积约7.6万㎡，成交量上涨一倍有多；成交均价为10562元/㎡，环比上周下跌

3%。西樵的碧桂园翡翠湾以网签298套夺南海区销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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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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从
（建面价）

星际半岛 13 9496 主打9/10座109-200㎡三至五房洋房新品
智汇广场 13 10188 主推4座智能公寓产品

大良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63 13666 4月27日推售88-126㎡洋房

容桂 碧桂园凤凰湾 6 8914 4月29日开放全新洋房样板间，最快6月将推售三期
“左邻右里”组团

均安 都市经典广场 25 6473 ——

勒流 勒流碧桂园 12 9728 碧桂园&国美“房电节”狂欢

杏坛 金海岸花园 19 8395 主推85-137㎡三四房洋房产品

p顺德区标杆项目：大良保利碧桂园悦公馆63套夺顺德区销冠
顺德区第18周成交214套，成交面积2.2万㎡，环比上周下降48%；成交均价为8484元/㎡，环比上周下降

11％。顺德总体呈现量价齐跌趋势，大良保利碧桂园悦公馆签约63套夺销量冠军。

佛山市场|标杆项目周度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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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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佛山全市五区均有商业用房供应，共计约有8.2万㎡，环比上周大幅上涨125%；

成交市场方面，第18周全市成交1898套，成交面积为10.4万㎡，环比上涨93%；因佛山权威房产网站升
级原因，本周成交均价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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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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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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6383 13600

2 智汇广场 佛山新城 公寓 93 4962 10118

3 万科金域中央 南海桂城 公寓 86 5858 15500

4 碧桂园凤凰湾 顺德容桂 公寓 58 3276 9542

5 世博广场 禅城石湾 商铺 50 744 32254

8 越秀可逸新势力 禅城祖庙 公寓 48 2356 11678

6 奥园冠军城 南海狮山 写字楼 40 2405 9873

7 中汇大厦 南海桂城 写字楼 39 1956 10450

8 星港城万达广场 南海黄岐 写字楼 37 2311 11650

10 苹果公馆 禅城祖庙 公寓 36 1307 15874

p商业标杆项目：禅城祖庙的越秀岭南隽庭成交120套公寓蝉联销冠
从区域上分析，本周商业成交量中南海区占比约36%据第一，顺德、禅城各占30%和20%紧随其后；成交类

型中公寓继续以6个占绝对优势，其中祖庙的越秀岭南隽庭成交120套公寓占据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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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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狮山 上林苑 4月27日 8栋2座 120 91-144㎡三四房 14800（毛坯） 41%

南海狮山 恒大城 4月27日 15栋 115 69-95㎡二三房 14500-15000
（带装） 45%

顺德大良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4月27日 6座 115 88-126㎡三四房 17000（毛坯） 60%

禅城张槎 融创望江府 4月28日 1/8座 256 95-130㎡三四房 10000-14700
（毛坯） 91%

高明荷城 碧桂园联丰天汇湾 4月28日 13/15座 240 107-122㎡三四房 9000-10000
（带装） 65%

三水西南 瀚洋居 4月28日 4座 92 90/109/122平米三房 7500-8000
（毛坯） 45%

三水乐平 雍翠新城 4月28日 12-15座 210 87-135㎡三四房 7800（毛坯） 62%

三水云东海 谊泰雅苑 4月28日 6座 96 87-144㎡三四房 10000（毛坯） 售罄

南海西樵 碧桂园翡翠湾 4月29日 3、4座 312 92-125㎡三四房 12000（带装）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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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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大沥 广佛新世界 4月28日 生态都市 传世美墅

形象 丹灶 祈福南湾半岛 4月28日 人生当有别 已墅见高下

开盘信息 里水 中海·山语湖 4月28日 360-570㎡山湖果岭墅 4月29日耀世开放

开盘信息 大良 敏捷·畔海御峰 4月28日 全新10座82-88㎡三房 全城争藏

p楼盘报纸广告投放：上周有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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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山语湖 4月29日 开【果岭】别墅板房

富力国际金融中心 4月29日 开放销售中心

禅城 碧桂园曼哈顿 4月29日 开放展厅

顺德

碧桂园华润新城之光 4月29日 开放二期洋房板房

美的壹号公馆 4月29日 开放展厅

碧桂园凤凰湾 4月30日 开放全新洋房样板间

保利公园里 4月29日 开【花湾】组团板房

招商景峰 4月29日 开放二期大户型板房

p楼盘营销活动：共8个项目进行工程类推广活动
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恰逢五一小长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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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长

假“抢节点”，迎来了一波小高潮，其中顺德有5盘有营销动作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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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场|营销活动
亮点项目——碧桂园凤凰湾
活动时间：4月30日 

活动主题：开放示范区、板房及体验馆

活动介绍：
4月30日，广佛至美中法艺术公园示范区于碧桂

园·凤凰湾蝶变升级绽放！6大江畔定制精工样板房、大城

五星体验馆同步完美礼献！

本次开放的6大精工定制样板房，是【听涛】组团及

【左邻右里】组团新品。预计6月初新推【左邻】组团

1/2/3座产品，涵盖建面91/98/107㎡3个户型;【右里】

组团9/10/11/16座产品，涵盖建面99/122/124/142㎡

等4个户型，均为带装修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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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