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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周：土地市场表现活跃，住宅成交有所回升

2019 年第 21 周（2019 年 5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26 日），顺德一手住宅共成交 896 套，成交面积 8.72
万㎡，成交量环比上涨 37.32%。

一周市场总结：2019 年第 21 周，顺德土地市场表现持续较为活跃，鹏瑞地产以 243502 万元+1 万平米商业
物业+2.46 万平米配建商品房竞得顺德大良 8.85 万平米地块。住宅市场方面，整体成交有所回升，成交量环比上
涨 37.32%。

一、土地市场

1、土地供应

2019 年第 21 周（2019 年 5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26日），上周顺德区无新增用地挂牌。

2019 年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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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周（2019 年 5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26日），顺德新增 1宗商住用地成交。

2019 年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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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配建面
积_平米

竞买人
楼面地价

（元/平米）

地块

用途

交易

日期

TD2019(SD

)XG0004

佛山市顺德

区大良德民

路以东、澄海

路以北地块

8.85 2.5 243502 24600

深圳市瑞

建投资发

展有限公

司

13165 商住 5 月 21 日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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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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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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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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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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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周（2019 年 5 月 20—2019 年 5 月 26 日），佛山五区新增商品房 390 套，面积 4.38 万平米；
其中住宅有 376 套，面积 4.32 万平米。

2019 年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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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2
中洲璞

悦花园
大良

佛山市顺德区大

良街道办事处

住宅/商

业（商铺）
14206.99 588.98

佛山洲立置业有

限公司

2019/5/22 凤曦苑 容桂

佛山市顺德区容

桂街道办事处小

黄圃社区东堤下

路 1 号

住宅 19068.84
广东东逸湾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19/5/23 丽悦轩 均安

佛山市顺德区均

安镇仓门社区居

民委员会百安南

路 64 号

住宅 9937.05

佛山市顺德区均

安丽鸿房产有限

公司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成交状况

2019 年第 21 周（2019 年 5 月 20 日—2019 年 5 月 26 日），顺德一手住宅共成交 896 套，成交面积 8.72
万㎡，成交量环比上涨 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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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市场总结：2019 年第 21 周，顺德土地市场表现持续较为活跃，鹏瑞地产以 243502 万元+1 万平米商业
物业+2.46 万平米配建商品房竞得顺德大良 8.85 万平米地块。住宅市场方面，整体成交有所回升，成交量环比上
涨 37.32%。

三、个盘成交情况

1、开盘情况

2019 年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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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良
龙光玖龙

郡
龙光地产 6 座 95-110

总共推出 44 套，当

天去化约 15 套，去

化 34%

5 月 25 日
整体均价 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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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碧桂园悦公馆、万科金域学府、颐安灏景湾、荔园新天
地、万科金域滨江、保利天寰、龙光玖龙郡、藏珑华府和顺德未来城。

从区域分布来看，大良占有 3个席位，共成交了 76 套，占全区 29.27%。

2019 年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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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6604.88
2 保利碧桂园悦公馆 大良 40 4788.2
3 万科金域学府 杏坛 34 2895.87
4 颐安灏景湾 容桂 30 3465.74
5 荔园新天地 陈村 28 2727.79
6 万科金域滨江 大良 20 2183.65
7 保利天寰 乐从 16 2063.61
8 龙光玖龙郡 大良 16 1635.19
9 藏珑华府 陈村 15 1577.2

http://www.baidu.com/link?url=Sd2iyLbmNJZtEprLfZ-wLqpUmXf_UOC2RUtoXZQPlOEawwVtHHFTHUGNRKmeklSP0GSjNGdFKHkxVuNVN75fcq
http://www.baidu.com/link?url=Sd2iyLbmNJZtEprLfZ-wLqpUmXf_UOC2RUtoXZQPlOEawwVtHHFTHUGNRKmeklSP0GSjNGdFKHkxVuNVN75f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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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顺德未来城 北滘 14 1463.87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三、一周要闻：

 南海新交通将由广州有轨电车接棒试运行

5月 23 日，南海区政府发布了《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运营筹备咨询项目》中标公告，公告显示中
标单位为广州有轨电车有限责任公司。文件显示，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工程线路基本走向为：夏平西
路→宝翠路→佛平三路→佛平四路→公园路→佛平五路→永安南路→平东大道→长江路→泰山路→林岳大道。线
路全长 13.108km。其中地下线 3.681km，高架线 6.311km，地面线 2.963km，敞口段 0.153km。全线共设车站
13 座，平均站间距 1067m，其中地下站 4 座，地面站 4 座，高架站 5 座。最大站间距 1727m，为玉器城站～
西村路站，最小站间距 780m，为华翠路站～佛山一环站。全线换乘站共 4座：在虫雷岗公园站与广佛线换乘、
在佛山一环站与广佛江珠城际换乘、在康怡公园站与佛山地铁 6号线换乘、在林岳西站与佛山地铁 2号线换乘。
在贵广、南广、武广线以南、广珠西高速公路以东、环岛南路以北，规划泰山路以西设置环岛车辆段，控制中心
设于车辆段内。

 佛山打造珠西融资租赁区域中心

5月 24 日举行的中国融资租赁高质量发展峰会上，佛山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将正式揭牌。未来，该协会将打
造一个佛山融资租赁产业深入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推动行业内企业抱团取暖、共谋发展。同时，加强行业内业务、
人才培训，助推行业实现规范发展。

 佛山地铁 4号线规划预计近期批复

区交通运输局积极推进轨道交通规划研究，配合市级部门开展地铁 4号线一期、2号线二期规划研究和报批
工作。其中，地铁 4号线一期是佛山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要通道，是 8条穿过禅城规划的地铁线之一。地铁 4号线
一期等新一轮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已递交国家发改委报批，预计近期会有审批结果。区交通运输局将积极推进各项
前期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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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行成立于 1993 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房地产专业咨询的服务机构。2007 年，世联整体改制，成立深圳世联地产顾问股份有限
公司。2009 年 8 月 28 日，世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登陆 A 股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

经 20 年的发展，世联成为全国性的房地产服务提供商，超 15000 名员工，为近 2 万家开发商提供专业的营销代理及顾问咨询服
务，为 600 万个家庭实现置业梦想！2013 年，世联以每天 8.2 亿的成交额，成为境内代理销售额首破 3000 亿的房地产服务商，在 13
个核心城市销售额也已超百亿，并以市场份额 4.5%的绝对优势领跑地产服务行业。

2014 年，世联正式更名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联行”。世联行基于客户价值，坚持轻资产服务品牌
的固有形式，不断强化持续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服务力量，将公司单一互相分割的业务打造成多种业务交叉融合的一站式服务平
台,建立基于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置业者服务系统、世联信贷互联网金融平台，打造集顾问、金融、物管等多项业务为一体的服务平
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平台化、交叉交互式的轻资产房地产服务（包括顾问、资产管理、销售、金融、估价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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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431-8706 8601
邮编：130022

北京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157 号
盟科汇 A 区 506 室
电话：0451-8700 8901
传真：0451-8599 6031
邮编：150000

成都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2 号
汇日央扩国际广场 18 楼
电话：028-8555 8655
传真：028-8526 5721
邮编：610041

重庆纬联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31 号
希尔顿商厦 31 楼
电话：023-8903 8576
传真：023-8903 8576-8118
邮编：400015

四川嘉联兴业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27 号
商鼎国际 1 栋 B 座 17 楼
电话：028-8602 6666
传真：028-8602 6666-616
邮编：610041

山东世联怡高物业顾问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777 号
国奥城 2 号写字楼 17 层
电话：0531-6657 6018
传真：0531-6657 6018
邮编：250013

青岛雅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8 号
府都大厦 10 楼
电话：0532-8576 7693
传真：0532-8576 6751
邮编：266071

深圳市盛泽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免税商务大厦四楼
电话：0755-8276 3688
传真：0755-8276 3412
邮编：518048

深圳盛泽按揭代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免税商务大厦四楼
电话：0755-8276 3688
传真：0755-8276 3412
邮编：518048

深圳市世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免税商务大厦四楼
电话：0755-8276 3688
传真：0755-8276 3412
邮编：51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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