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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周：土地市场表现平静，住宅成交有所下跌

2019 年第 32 周（2019 年 8 月 05 日—2019 年 8 月 11 日），顺德一手住宅共成交 516 套，成交面积 5.29

万㎡，成交面积环比下跌 29.39%。

一周市场总结：2019 年第 32 周，顺德土地市场表现平静。住宅市场方面，整体成交下滑，成交面积环比下

跌 29.39%。

一、土地市场

1、土地供应

2019 年第 32 周（2019 年 8 月 05 日—2019 年 8 月 11 日），上周顺德区无新增用地挂牌。

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一览表

宗地号/

名称
交易方式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万平米）
容积率

起始价

（万元）
地块用途 成交日期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土地成交

2019 年第 32 周（2019 年 8 月 05 日—2019 年 8 月 11 日），顺德无新增用地成交。

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住宅

宗地号

/名称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万平米)
容积率

总成交价

（万元）
竞买人

楼面地价

（元/平米）
地块用途

交易

日期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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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商业办公

宗地号/名称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万平米))
容积率

总成交价

（万元）
竞买人 楼面地价 地块用途 交易日期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工业用地

宗地号/名称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万平米)
容积率

总成交价

(万元)
竞买人 楼面地价 地块用途 交易日期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交一览表·其他

宗地号/名称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

(万平米)
容积率

总成交价

(万元)
竞买人 楼面地价 地块用途 交易日期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二、一手房市场

1、新增预售

2019 年第 32 周（2019 年 8 月 05 日—2019 年 8 月 11 日），顺德新增商品房 412 套，面积 4.34 万㎡；其

中住宅有 412 套，面积 4.34 万㎡。

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新增供应一览表

时间 名称 镇街 地址 用途
批售面积（平米）

开发商
住宅 商业 其它

2019/8/8
云溪

别院
大良

佛山市顺德区

大良街道办事

处

住宅 13229.76
佛山华侨城置业

有限公司

2019/8/8
中雅江

湾豪园
乐从

顺德区乐从镇

北围产业区中

心片新桂路以

东、创富二路

以北

住宅 11307.64
佛山香颂置业有

限公司

2019/8/8
天銮

花园
北滘

佛山市顺德区

北滘镇君兰社

区居委会木华

路 2 号

住宅 13945.18
佛山泓升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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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7
天隽汇

公馆
容桂

佛山市顺德区

容桂街道办事

处

住宅 4950.41
佛山隽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成交状况

2019 年第 32 周（2019 年 8 月 05 日—2019 年 8 月 11 日），顺德一手住宅共成交 516 套，成交面积 5.29

万㎡，成交面积环比下跌 29.39%。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一周市场总结：2019 年第 32 周，顺德土地市场表现平静。住宅市场方面，整体成交下滑，成交面积环比下

跌 29.39%。

三、个盘成交情况

1、开盘情况

2019 年第 32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开盘情况

区域
项目

名称
开发商

推售

楼栋
户型面积

销售情况

（销售率）
开盘时间 实收均价

乐从
中交雅居

乐剑桥郡

佛山中交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佛山

香颂置业有

限公司

4 栋 98-117 ㎡

总共推出 108 套，

当天去化约 6 套，

去化率 5.5%

8 月 10 日
整体均价 17000 元/m²

（精装）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成交排名 TOP10 楼盘

上周顺德住宅排名前 10 依次为：碧桂园凤凰湾、金茂碧桂园正荣府、顺德龙光玖龙府、招商曦岸、保利碧桂

园悦公馆、丽悦轩、龙光天瀛、时代星英御岛、中海新城公馆和海骏达康格斯。

从区域分布来看，大良占有 3 个席位，共成交了 33 套，占全区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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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32 周顺德住宅成交排名 TOP10 楼盘一览表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签约套数 签约面积

1 碧桂园凤凰湾 容桂 80 8591.14

2 金茂碧桂园正荣府 乐从 26 2549.14

3 顺德龙光玖龙府 勒流 23 2197.25

4 招商曦岸 陈村 14 1301.03

5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大良 14 1752.86

6 丽悦轩 均安 12 1053.51

7 龙光天瀛 大良 11 1354.37

8 时代星英御岛 陈村 9 1069.75

9 中海新城公馆 佛山新城 8 1014.4

10 海骏达康格斯 大良 8 926.1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三、一周要闻：

 禅城区年底前全面完成公交车纯电动化

5 日下午，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召开交通运输行业大气污染防控 2019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会议指出，加快

推进新能源公交车的更新，禅城区须确保在 2019 年底全面完成公交车纯电动化。

 里水有轨电车将开建，未来或接 4 条地铁线

南海区有轨电车里水示范段工程起于里湖新城规划中轴线(环镇北路)，经工业路、里广路，止于里横路站，线

路全长约 9.9 公里，共设 14 座车站，均为地面敷设，其中与地铁换乘站 3 座。未来，有望与佛山地铁 8 号线及

10 号线、广州地铁 6 号线及 12 号线等 4 条地铁线衔接，成为佛山东北部与广州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

 顺德交通建设又迎新进展，菊花湾大桥预计今年 10 月建成通车

今年 5 月，菊花湾大桥成功合龙，大桥采用双向 6 车道设计，设计时速为 60 公里，预计今年 10 月建成通车。

菊花湾大桥通车后，将是勒流连接佛山一环、佛山新城的重要道路，勒流到顺德北部的时间，将从现在的 40 分钟

车程缩短到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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