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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2019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与上月持平。  
2019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0.6%，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51.4%，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大、中型企业PMI均位于临界点之上； 小型企

业PMI为47.2%，比上月下降2.2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之下。

u 2019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1万美元台阶
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中金公司报告认为，中国GDP总量扩大意味着赤字率、债务

率等以GDP作分母的指标的下降。

未来几年财政赤字空间将小幅提升。按2.8%的赤字率计算，GDP总量扩大大约能增加赤字规模数千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如果按GDP的3%计算，同样可以增加数

千亿元规模。同理，GDP增长，债务率将下降，债务率下降将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简而言之，中国GDP总量扩大将提升财政政策空间、降低债务率、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

u 央行决定于6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此次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一方面，有利于满足年初较大的市场流动性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

　　此次降准并非大水漫灌，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将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新年第一天，央行就送“开门红”。央行1日宣布，决定于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将释放长期资金8000多亿元，有

利于实现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宏观政策分析：12月景气度维持在较强水平，明年经济增长有望“开门红

根据国家统计局12月31日公布的数据，12月制造业PMI为50.2%，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制造业延续上
月扩张态势，景气稳中有升。纵观全年制造业PMI，在经历6个月荣枯线以下后，2019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析人士认为
认为，12月景气度维持在较强水平，明年经济增长有望“开门红”。



本地要闻：

u佛山人才购房新政细则出炉

      12月04日佛山市人社局官网消息，佛山市人社局和佛山市住建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才住房政策的补充通知的操作指南容,根据操作指南，持有优粤佛山卡

A卡、B卡、C卡、T卡的人才，在佛山市限购区域购房，需提交优粤佛山卡（验原件收复印件）等材料；在佛山市工作、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

非本市户籍人才，需提供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验原件收复印件）以及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等材料。

u最新!佛山地铁3号线站点出入口披露!

12月24日，佛山地铁3号线工程兴业路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成为3号线工程第二十座封顶车站。主体结构的顺利完成为兴业路站~太平站盾构接收以及兴业路站

~佛山西站盾构始发提供了条件。

佛山地铁3号线通车后，短期内至少可换乘5条轨道，包括广佛线（已通车）、佛山2号线（在建）、广州地铁7号线顺德段（在建）等3条地铁以及广佛环线城际

（在建）、广珠城际（已通车），其中多条轨道可以直通广州，湾华站为佛山2、3号线换乘站。

u明年起，顺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无需记载抵押信息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发布通告，顺德辖区范围内的所有不动产抵押登记，将不再在不动产权证书上记载抵押信息摘要。

按照现行管理模式，市民在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时需要出具《不动产登记证明》，同时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上记载抵押信息摘要。这意味着业务办理期间要交上

不动产权证书，并且等待审批完成后再跑一次相关部门，将附加了抵押信息的产权证书取回。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审批效率，根据《关于撤销不动产权证书记载抵押信息摘要的通告》，对于顺德辖区范围内的所有不动产抵押登记，自2020

年1月1日起核准的，只需出具《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再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上记载抵押信息摘要。不动产抵押登记流程进一步优化，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城市规划：

u加速大湾区互联互通！穗深城际铁路开通运营
12月15日，珠三角城际快速轨道干线穗深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全线共设15个车站，联通穗莞深三大城市的多个重要交通枢纽，如广州东站、虎门高铁站、深圳机场

等，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黄金通道。据铁路部门的数据显示，穗深城际开通首日就受到旅客热捧，首日全线发送旅客达1.5万人次。全国首个城市化战略和住房发展政

策研究基地落户佛山

u三水将在上海举办招商推介会 建立“全球朋友圈”
佛山市三水区将在上海举办2019三水（上海）招商推介会。全方位推介三水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及政策机遇，引导全球产业、科技、金融、人才等资

源聚焦三水，促成投资机遇。从粤港澳大湾区扬帆启航挺进上海，三水正立足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拥抱来自全球的机遇，打造出一个三水招商引资的“全球

朋友圈”。

u佛澳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首批澳门城项目签约
2019年佛澳创新发展论坛在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南海片区举行，同日“澳门城”迎来首批项目签约，助力佛山与澳门多元化合作发展。

论坛围绕两地文化融合、产业创新等话题开展讨论，澳门管理学院院长郑庆云、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林天强等从各自领域与研究方向，重点阐述了粤港

澳大湾区背景下佛山和澳门在人才、文化产业、数字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发展机遇。

u补贴最高可达20万元!禅城祖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以高端人才促产业高端发展，禅城区祖庙街道出台了《祖庙街道上市企业市场化人才薪酬补贴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办法》），通

过扩大人才政策辐射范围，增强对中高层次人才的综合吸引力。10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与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约，在佛山建设全国首个城市

化战略和住房发展政策研究基地。研究基地将以佛山为基点，覆盖周边地区，主要结合佛山产业特点进行综合研究，为佛山住房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通过与

佛山市住建部门的合作，及时了解一些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便于更细、更好地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



房企动态：

u头部房企逆周期拿地 一线及二线热点城市成争夺热点
2019年1~11月，全国300城共推出各类用地20.7亿平方米，由2018年同期的增长24.3%转为下降1.4%，其中宅地推出同比由2018年同期的增长26.3%转为增

长2.0%，增幅收窄较为明显。出让金超千亿元城市主要集中在热点一二线城市。

从城市排行榜来看，一线与二线核心城市为房企投资拿地的重心，中西部核心城市受关注。2019年1~11月，全国土地成交金额TOP10城市累计成交13950亿元，

同比增长16%，增速较1~10月下降4.7个百分点。住宅用地成交面积方面，深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6个城市成交量超过去年同期，广州、成都、重庆、北

京则低于去年同期。

溢价率方面，自今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土地市场下行，各地土拍溢价率明显下降。但从热点城市看，1~11月，除杭州、北京外，其余城市平均溢价率均高于去年

同期，除深圳外其余9个城市平均溢价率均低于20%。
u 未来楼市需企业不断突破

2019年，万科首提的房地产“白银时代”已经走到了第七个年头。可见的数据里，房地产行业还在昂扬向上地前进着。今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有望再创新高，超

越2018年的15万亿总规模不成问题。融创董事会主席孙宏斌预测，“今年大概是16万亿左右，这个规模大概还会保持很多年。” 但实际上，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却远没

有数据那样令人振奋。虽然白银仍旧是贵重金属，意味着房地产仍是重要的行业，但是在金融、土地、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国际形势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房地

产早已告别了躺着挣钱的时代，开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尤其是随着主要城市进入存量房竞争，更多的资源开始向头部房企集中，支撑楼市数据繁荣的是碧桂园、万科、

融创、恒大等企业的愈战愈强。但在护城河外，更多的房企在恐惧，恐惧利润在下滑，融资利率在上升，甚至卖房的成本都变得更贵了，而这些小趋势综合在一起，就是

残酷的正在进行着的行业洗牌和重置。
u 2020房企继续折价上市 融资救急难救命

岁月艰难，上市成为“救命稻草”。2019从年头到年尾，中小房企赴港上市一个接一个，它们都没有选择，因为内地融资渠道层层缩紧。
12月份，先后传来景业名邦、时代邻里、保利物业成功登陆港交所的消息，为2019年房企赴港上市潮收尾。据记者统计，2019年登陆港交所的房企有德信中国、

银城控股、中梁控股、中国天保、新力控股、景业名邦6家，这一数字与2018年持平。
事实上，赴港上市窗口期早已过去，当下上市环境并不乐观，内房股不得不通过“折价”吸引投资者，打通上市融资平台仍是众多中小房企的最大目标。
“2020年中小房企赴港上市潮还将继续。”汇生国际融资总裁、协纵策略管理集团前创始人黄立冲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2020年的海外融资环境并不会改善，

港交所新股发行及发债市场环境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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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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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佛山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一览表（将于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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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据世联统计，经公开市场途径共新增供应土地16宗，总供应占地面积为47.41万㎡；其中商住地有5宗，商

业地有2宗。

区域  土地类型 供应宗数 占地面积(万㎡)  计容建面(万㎡)  

高明区
工业 6 27.66 82.99 

商住 2 4.46 11.15 

南海区

工业 3 6.67 20.01 

商业 1 1.43 4.30 

商住 1 3.63 9.08 

三水区 商住 1 1.27 3.55 

顺德区
商业 1 1.08 2.17 

商住 1 1.19 2.99 



佛山土地市场供求分析——本月成交

2019年12月佛山房地产市场商住用地成交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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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2019年12月，佛山共挂牌10宗地块，流拍1宗，最后经公开市场途径共成交土地9宗，总成交占地面积超100万㎡，成交

总金额约62.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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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49 17.60 205871

南海区
商业 1 1.24 4.95 11604

商住 1 6.97 23.35 142200

三水区 商业 1 0.70 1.06 1900

顺德区
商业 1 7.64 18.04 30123

商住 3 12.94 35.10 235991



Ø 2019年12月，佛山经公开市场途径成交商住用地9宗，总成交建面100.1万㎡，环比激增393.3%，同比上涨16.9%；成

交总金额为62.77亿元，环比激增213.8%，同比上涨53.9%。

Ø 在成交溢价方面，12月份全市整体溢价率为7%，环比下降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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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地块情况——预告

2020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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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区 地块位置 用地性质 土地面积_
万平米

起报价_
万元

起拍楼面价
元/㎡ 成交日期

高明区 荷城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沧江南路以北、
明华路以东 商住 4.07 26269 2580 2020/1/8

高明区 荷城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以北、
泰和路以南 商住 0.39 2500 2594 2020/1/15

南海区 大沥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泌冲沿江路地
段 商住 3.63 84600 9319 2020/1/17

南海区 狮山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佛山一环以西、科
技路以北地段 商业 1.43 8864 2060 2020/1/20

顺德区 杏坛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南城区N-XT-02-04-
B-24地块 商业 1.08 2950 1360 2020/1/20

顺德区 龙江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居委会文华路
夹角地块 商住 1.19 17920 5999 2020/1/22

三水区 白坭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富景一路南侧片区1
号 商住 1.27 64800 18250 2020/2/5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情况

行政区 片区 地块位置 用地性
质

土地面积_万平
米 容积率 成交价格

_万元
溢价率
_百分比

成交楼面地价
_元每平米 成交日期 受让单位

顺德区 容桂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105国道以
西、细滘路两侧地块 商业 7.64 3.0 30123 0% 1670 顺德区 容桂

南海区 桂城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渡口地
段；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新
城谊滨路以北、三山渡口东北侧环

岛路以西地段
商业 1.24 4.0 11604 0% 2345 南海区 桂城

顺德区 大良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东路以
南、环湖路以北地块 商住 4.67 3.0 151038 34% 10776 顺德区 大良

三水区 北江新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和睦一巷北
侧地块一 商业 0.70 1.5 1900 0% 1799 三水区 北江新区

禅城区 绿岛湖 佛山市禅城区科海路北侧、湖田路
东侧 商住 3.76 2.5 80259 10% 8545 禅城区 绿岛湖

禅城区 奇槎 佛山市禅城区桂澜路西侧、东平路
北侧地块 商住 2.74 3.0 125612 18% 15300 禅城区 奇槎

顺德区 容桂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卫红居委会
环安路23号地块 商住 1.34 3.5 20492 1% 6441 顺德区 容桂

南海区 桂城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社区海八
西路华南车城北区地段 商住 6.97 3/5/3/3 142200 0% 6090 南海区 桂城

顺德区 均安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新均榄路以南、

华丰中路以东地块（均安镇凫洲河
一河两岸控规N-JA-03-03-D-12、

03-D-10-1）
商住 6.94 3.0 64461 0% 3600 顺德区 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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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佛山市重点地块拍卖一览表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地图

禅城绿岛湖地块（商服）
12月25日10:00（挂牌竞价、现场

竞价）
面积：3.76万㎡

起拍楼面价：7800元/㎡

南海桂城地块（商服）
12月16日10:00（网上竞价）

面积：6.97万㎡
起拍楼面价：2345元/㎡

三水

南海

顺德高明

禅城

顺德容桂地块（商服）
12月2日10:00（网上竞价）

面积：7.64万㎡
起拍楼面价：1315元/㎡

顺德大良地块（商服）
12月19日15:00（网上竞价）

面积：4.67万㎡
起拍楼面价：8065元/㎡

三水西南地块（商服）
12月20日14:30（网上竞价）

面积：0.70万㎡
起拍楼面价：1799元/㎡

南海桂城地块（商住）
12月30日10:00（网上竞价）

面积：3.29万㎡
起拍楼面价：6090元/㎡

禅城奇槎地块（商住）
12月27日10:00（现场竞价）

面积：2.74万㎡
起拍楼面价：13000元/㎡

顺德均安地块（商住）
12月30日15:00（网上竞价）

面积：6.94万㎡
起拍楼面价：3600元/㎡

顺德容桂地块（商住）
12月30日10:00（网上竞价）

面积：1.34万㎡
起拍楼面价：6379元/㎡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SD)WG0024
l交易时间：2019-12-2
l土地性质：商业用地
占地面积：7.64万㎡
起始价格：30123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1670元/㎡
成交价格：30123万元
溢  价  率：0%
成交楼面地价：1670元/㎡
竞 得 者：中海联合体（中海&中建投资）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105国道以西，细滘路两侧地块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以“设保密底价，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的方式进行竞拍。

② 租赁住房最高面积即为可建住宅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上限为 27570㎡。竞得人自持物业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少于规划条件中计容建筑面积上限的 20%，自持物业全部位于C区

内， 自持时间与地块使用权出让年限一致。

③ A区、B区为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用地、其他商服用地，C区为工业用地兼容仓储用地，D区为公园与绿地，E区为城镇村

道路用地建筑限高60米，须于1年内动工，3年内竣工。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NH)WG0029
l交易时间：2019-12-16
l土地性质：商业用地
占地面积：1.24万㎡
起始价格：11604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2345元/㎡
成交价格：11604万元
溢  价  率：0%
成交楼面地价：2345元/㎡
竞 得 者：成都市朗基望锦地产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渡口地段；三山新城谊滨路以北、三山渡口东北
侧环岛路以西地段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以“设保密底价，地块竞得人需一并承租本公告所示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的方式进行竞拍。

② 配建要求：地块土地性质为商服用地，其中分为出让宗地和出租宗地两部分，土地性质皆为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商务金融用地兼容娱乐、其他商服用地。可配建服务型公寓≤33000 平方米，其余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及

配套建筑内不准建设服务型公寓、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居住形式的用房。出租宗地：总计容建面≤73482.74㎡，容积率 ≥1.2，且 ≤2.0，建筑密度≤50%，绿地率≥25%，建筑高度：≤80米。

③ 租赁混合开发协议要求：1、竞得人须在租赁宗地上将不少于6000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用作众创空间之用。该众创空间须引入一家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的运营商作为本众创空间的运营方，该运营方须曾获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

间运营评价”评为优秀（A级）；该众创空间在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6年内分别孵化科技或文化类的初创企业不少于50家（含50家）。这50家的孵化企业需满足下述要求：①新注册，且注册地在本宗地内；②其中有不少于10家为澳门

的初创团队或企业。2、竞得人须在租赁宗地上将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物业引入澳门元素的产业，包括但不限于澳门的中医药、电影制作、人工智能等产业方向。

④ 上述的澳门企业须达到如下运营要求：①中医药类的澳门企业需与国家级中医药类机构或协会合作，在三山新城片区内从事中医药推广事务；②人工智能类的澳门企业需与人工智能方面的独角兽企业合作，在三山新城片区内开展人工智

能的推广与普及工作；③影视制作类的澳门企业的影视作品获得过国际性奖项，在三山新城片区内从事影视制作业务。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SD)WG0025
l交易时间：2019-12-19
l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4.67万㎡
起始价格：113038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8065元/㎡
成交价格：151038万元
溢  价  率：34%
成交楼面地价：10776元/㎡
竞 得 者：四川新希望（成都同创锦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东路以南、环湖路以北地块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以“限地价，竞无偿配建返还政府租赁住房面积”的方式进行竞拍，地块设置最高限价214442万元，即最高单价不超过1.53万/㎡。租赁住房最高面积上限为139330㎡。

② 地块土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服用地，总计容建面≤140158.41㎡，容积率＞1.0且≤3.0，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建筑控高120米，土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零售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③ 需配置社区用房，其中包括节点开关站（≥90㎡）、配电房、通信设施（≥8㎡）、垃圾收集点、公厕（≥80㎡）公交车首末站（≥1600㎡）、室外运动设施+儿童活动产所等，其中新建住宅（含商业用地兼容

住宅）的社区用房（最低不少于600㎡，最高可不超2500㎡）。配套车位必须为产权车位。

④ 建筑方案应体现现代城市特色，整体建筑风格协调统一；园林景观、公共部分装饰标准要和商品房一致，不得降标。

⑤ 项目应配套建设海绵城市相关设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于等于70%

⑥ 配建住房自交地之日起4年内建成并竣工验收，并无偿移交给大良街道土地发展中心。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SS)WG0040
l交易时间：2019-12-20
l土地性质：商业用地
占地面积：0.70万㎡
起始价格：1900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1799元/㎡
成交价格：1900万元
溢  价  率：0%
成交楼面地价：1799元/㎡
竞 得 者：佛山市三水区淼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和睦一巷北侧地块一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以“竞自持，竞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的方式进行竞拍，地块设置整宗地块须由竞得人全部自持，且地块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须达到500万元/亩。宗地须用于建设综合零售业（521），食品、饮料及烟

草制品专门零售业（522），住宿业（61），正餐服务业（621），快餐服务业（622），饮料及冷饮服务业（623），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业（624）等项目。

② 地块土地性质为商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总计容建面≤10563.57㎡，1.0≤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25%，建筑控高24米。

③ 该宗地位于广三铁路三水站旧址，宗地的建设方案（含平面、立面）需结合旧址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并参照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办事处意见提供立面装修样式进行设计。宗地内部必须配套建设雨水、污水管

网并相应接入外部市政雨水、污水管网，无按要求配套建设雨水、污水管网的，不予规划许可、排水许可、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

④ 竞得人须对本宗地整个项目进行自持，自持年限与土地出让年限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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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CC)XG0015
l交易时间： 2019-12-25
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3.76万㎡
起始价格：73259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7800元/㎡
成交价格：80259万元
溢  价  率：10%
成交楼面地价：8847元/㎡
竞 得 者：中建（中建三局+佛山建投联合体

佛山市禅城区科海路北侧、湖田路东侧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采取“限地价，竞自持租赁住房比例，摇号”的形式进行竞拍，设置最高限价143699万，即楼面价不高于15300元/㎡，竞自持租赁房比例最高限制100%；当自持房比例100%时，仍有其他竞买人表示接

受该报价的，转为现场摇号；

② 须按规划要求配套配电房（含公共电房、开关房等）、燃气调压站（柜）、通讯基础设施、物业管理用房、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公共自行车站点、幼儿园、公共厕所、居民健身设施、社区公共服务用房等公共配

套设施。其中幼儿园需设置在A地块，12班规模，用地面积≥5400㎡，建筑面积≥3200㎡，公共厕所设置在A地块，建筑面积＞100㎡；

③ 自交地之日起 1 年内动工建设，3年内全部工程竣工并申请竣工验收。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CC)XG0017
l交易时间：2019-12-27
l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2.74万㎡
起始价格：106730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13000元/㎡
成交价格：125612万元
溢  价  率：18%
成交楼面地价：15300元/㎡

佛山市禅城区桂澜路西侧、东平路北侧地块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将采用“限地价+竞租赁住房+现场摇号”的方式出让，其中，最高限价125612万元，折合楼面地价约15300元/㎡；

② 兼容商业商务娱乐康体用地面积不超过地块总净用地面积的30%，兼容商业商务娱乐康体类建筑的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地块总计容建筑面积的20%；

③ 须配套公共设施：（1）配电房；（2）物业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按规划总建面积的2‰计，合计约164.2㎡（每处建筑面积≥50㎡且≤300㎡）；（3）居委会1处，建面≥500

㎡；（4）社区服务中心1处，建面≥200㎡；（5）社区卫生服务站1处，建面≥250㎡；（6）长者服务站1处，建面≥1000㎡。合计配套设施建面为2114.2㎡；

④ 地块需设置公园绿地，绿地面积不少于1002㎡。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NH)XG0002
l交易时间：2019-12-30
l土地性质：国有商住用地混合集体租赁用地
占地面积：6.97万㎡（不含集体租赁用地）
起始价格：142200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6090元/㎡
成交价格：142200万元
溢  价  率：0%
成交楼面地价：6090元/㎡（不考虑集体租赁用地部分）
竞 得 者：时代中国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叠北社区海八西路华南车城北区地段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国有商住用地

① A、B区为商务金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A、B两区共可配建的服务型公寓不高于6万㎡；C、D区为城镇住宅用地兼容商务金融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

用地、旅馆用地，C区兼容商业不高于5600㎡，而D区兼容商业不高于7400㎡。；

② 国有土地配建要求：1.配建的社区居委会、社区警务室、社区服务中心、文化活动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共计建面至少1500㎡）；2.竞得人须无偿配建计容3万㎡的商服用房和280个产权车位，其中服务型公寓1

万㎡，办公写字楼2万㎡，装修标准不低于2000元/㎡；3.宗地内须设置体育健身场地不少于一处，用地面积不低于655㎡。

集体租赁用地

① 竞得人需一并承租190483.62㎡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要求：1、租赁宗地的开发投资总额不得低于15亿元；2、竞得者须在2024年12月31日前在租赁宗地上建成验收不少于28万㎡的建筑物； 3、竞得

者须在E3区东北侧设置一处城市开放广场，广场规模不小于1100㎡，须与B区开放广场统一规划建设。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SD)WG0027
l交易时间：2019-12-30
l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1.34万㎡
起始价格：20292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6379元/㎡
成交价格：20492万元
溢  价  率：1%
成交楼面地价：6441元/㎡
竞 得 者：东原地产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卫红居委会环安路23号地块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以“限地价，竞无偿配建返还政府租赁住房面积”的方式进行竞拍，地块设有保密地价，最高限价48674万，即楼面价（名义楼面价）不高于15300元/㎡。

② A区容积率＞1.0且≤3.5，建筑密度≤28%，绿地率≥2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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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用地、其他商服

用地，B区公园与绿地，C区城镇村道路用地；

③ 须配套公共设施公厕、物业管理用房、社区配套用房等设施， 共计建面至少731㎡ ；需设置体育健身场地，用地面积≥500㎡

④ 地块分A/B/C区开发，其中A区为商住用地，占地9089.32㎡；B区为公园与绿地，占地640.63㎡；C区为道路用地，占地3646.87㎡；文件明确规定，B区的公园绿地建设成本

≥6.4 万元、C区道路建设成本≥237万元，两项成本合计243.4万元。



重点地块情况——成交

l地块编号：TD2019(SD)WG0026
l交易时间：2019-12-30
l土地性质：商住用地
占地面积：6.94万㎡
起始价格：64461万元
起始楼面地价：3600元/㎡
成交价格：64461万元
溢  价  率：0%
成交楼面地价：3600元/㎡
竞 得 者：富港集团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新均榄路以南、华丰中路以东地块

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

① 宗地以“竞总价和竞无偿配建返还政府租赁住房面积”的方式进行竞拍，设置最高限价273959万，即楼面价（名义楼面价）不高于15300元/㎡；最高租赁住房面积设置为

177767㎡。

② A1、A2区容积率＞1.0且≤3.0，A1、A2区的建筑密度均≤3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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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B区：公园与

绿地；C区：城镇村道路用地；

③ 需在A1、A2地块内配建社区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A1配建农贸市场（建筑面积≥2000㎡），须于本宗地交地之日起 4 年内竣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地块内应设置一

条规划24米公共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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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减少，量升价涨

Ø 12月，全市一手住宅供应面积为128.03万平米，环比下降4.6%，同比上涨26.4%；

Ø 12月，全市供应量下降，成交量和成交均价有所上涨，全市共成交住宅10643套，成交总面积

118.25万平米，环比上涨14.6%，同比上涨32.5%；成交均价为15488元/平米，环比上涨8.2%。

Ø 全市成交主力户型为90-100㎡刚需户型；其次为100-120㎡刚改户型及120-140改善型户型，共占

比44%。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二手住宅月度成交情况

12月份佛山市二手住宅成交量环比下降，成交4276套，成交总面积45.62万㎡，环比下降8.3%，南海区成交量较高，共

成交2064套，占全市45.13%。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住宅库存情况：

截止12月底，佛山五区商品住宅静态库存量1231.14万㎡，按照2019年月均去化推算，在不增加新供应情况下，去化周期

约10.0个月。

各区库存中，南海区库存量依然最高，有470.86万㎡，去化周期约16.41个月左右；禅城区库存量最低，为98.89万㎡，处

于库存低位。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成交排行榜

2019年12月，佛山市楼盘签约成交量排名TOP10的楼盘依次为：碧碧桂园凤凰湾、三水时代倾城、旭辉江山、碧桂园岭南

盛世、万科金域蓝湾Ⅱ、信业阳光城檀悦、美的领贤公馆、龙光天瀛、时代南湾、恒大郦湖城。

成交前十的楼盘成交总量2076套，占全市成交总套数的22.57%。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签约套数  签约面积（㎡） 销售均价（元/㎡）  

1 碧桂园凤凰湾 顺德区 578 64284 13800

2 三水时代倾城 三水区 218 22724 8500

3 旭辉江山 三水区 216 20900 12000

4 碧桂园岭南盛世 禅城区 201 20788 25500

5 万科金域蓝湾Ⅱ 南海区 187 18620 24000

6 信业阳光城檀悦 禅城区 169 19657 18500

7 美的领贤公馆 顺德区 140 12347 23000

8 龙光天瀛 顺德区 132 16689 15000

9 时代南湾 顺德区 120 15050 12000

10 恒大郦湖城 三水区 115 11551 8500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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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量大幅上涨，量价齐升。进入12月份，供应量大幅上涨，成交量及成交均价上涨，月度供求比为1.81，成交产品

以80-90㎡刚需户型为主，其次为90-100㎡刚改户型。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32.03万㎡ ，环比上涨99.0%，同比上涨175.7%；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17.71万㎡ ，环比上涨87.1%，同比上涨65.6%；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9158元/㎡ ，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54.4%；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80-90㎡占比38%，其次为90-100㎡占21%。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各区供求情况：南海区

供应减少，量升价跌。12月份南海住宅月度供应回落，成交量继续上涨，成交均价有所下跌，全区成交均价为18599元/㎡，

环比下跌5.8%，成交产品以90-100㎡刚需户型和120-140㎡改善户型为主。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31.71万㎡ ，环比下跌12.5% ，同比上涨137.9%；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30.99万㎡ ，环比上涨15.1%，同比上涨31.7%；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8599元/㎡ ，环比下跌5.8%，同比上涨44.2%；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90-100㎡，占32%，其次是120-140㎡，占22%。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各区供求情况：顺德区

供应回落，量价微涨。12月份顺德区供应减少，但多个项目年底促销推货，成交量大幅上涨；价格方面，全区成交均价为

16787元/㎡，环比上涨8.5%，该月成交主力为80-90㎡改善型产品。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38.17万㎡，环比下降1.7%，同比下降32.3%；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34.62万㎡ ，环比上涨32.4%，同比上涨32.4%；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6787元/㎡ ，环比上涨8.5％，同比上涨23.2%；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为100-120㎡刚改型产品及80-90㎡刚需型户型，合共占比49%。



供求齐跌，价格上涨。12月份，三水住宅市场供求量减少，成交均价上涨至10339元/㎡，环比上涨12.1%，成交产品以80-

120㎡刚需刚改户型为主。

各区供求情况：三水区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9.92万㎡ ，环比下降45.9% ，同比下降66.9%；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22.54万㎡ ，环比下降20.3% ，同比上涨33.5%；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10339元/㎡ ，环比上涨12.1% ，同比上涨24.2%；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80－120㎡刚需刚改产品 ，合共占比66%。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供求减少，价格上涨。12月高明区供应量大幅减少，成交均价上涨至9164元/㎡，环比上涨13.6%，成交产品以90-120㎡刚

需初改户型为主。

各区供求情况：高明区

供应情况：全区新增供应商品住宅16.20㎡ ，环比下降34.3% ，同比下降7.3%；

成交情况：全区成交总面积12.39万㎡ ，环比上涨0.4% ，同比上涨3.4%；

成交价格：全区成交均价为9164元/㎡ ，环比上涨13.6% ，同比下跌6.5%；

户型面积：全区成交主力户型90-100㎡刚需产品，占32%，其次为100-120㎡初改产品，占比27%。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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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热度进一步上升，价格保持平稳。12月份公寓成交环比上升43%，市均价格稳定在13257元/㎡。供应方面，本月顺德龙

光玖龙湾、智汇广场及三水碧桂园佛山双子星城发出预售。成交方面，重心集中顺德，本月成交量突破6万㎡水平。

供应情况：全市新增公寓供应6.95万㎡ ，环比下降69%；

成交情况：全市共成交1883套，成交总面积10.19万㎡，环比上升1% ；

成交价格：全市成交均为13257元/㎡，环比下降6%。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公寓面积段成交情况

12月份，佛山公寓市场畅销产品聚焦30-50㎡面积段，占比达43%。本月受早期网签新幸福领汇家园项目影响，50-70㎡

以上成交项目有所放大。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成交排行榜

本月顺德区上榜项目6个成上榜主力区，个盘表现方面，万科金域滨江商业洋房成交表现良好，成交1.31万㎡连续两月获成交冠

军，另外顺德新幸福领汇家园集中网签表现亮眼，本月顺德物联创智谷加推，去化表现良好成交0.87万㎡位列第三。

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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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签约套数 签约面积（㎡） 销售均价（元/㎡） 

1 万科金域滨江 顺德区 76 13151 19021

2 新幸福领汇家园 顺德区 201 12070 5700

3 物联创智谷 顺德区 158 8659 12327

4 龙光玖龙郡 顺德区 156 6360 12813

5 合景新鸿基泷景 禅城区 122 4852 11523

6 万科星都荟 顺德区 145 4630 14235

7 碧桂园凤凰湾 顺德区 84 4624 12655

8 中铝时光谷 南海区 88 4363 11500

9 盈天广场 禅城区 87 3658 14749

10 绿岛广场 禅城区 44 2607 12000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市场总结与后市展望Part 5



市场总结与后市展望

【政策方面】宏观经济层面上，12月经济数据陆续公布，12月景气度维持在较强水平，明年经济增长有望
“开门红，金融层面上，央行决定于6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缓
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本地政策层面上，佛山继续优化限购政策，出台人才购房新政细则。

【土地市场】佛山土拍市场表现活跃，12月共有9宗商住地块成交，仅有一宗流拍，总成交建面100.1万㎡，

成交总金额62.77亿元，而进入1月份，受春节假期影响，佛山供地节奏有所放缓，经公开市场途径共新增商

住地及商业地共7宗。

【住宅方面】12月份佛山推货节奏有所放缓，供应量小幅下滑，成交小幅上涨，全市共成交住宅10643套，

成交总面积118.25万㎡，成交均价为15488元/㎡，除南海区价格有所回落外，其余各区价格均有所上涨，全

市主力成交户型为90-100㎡刚需户型，其次为100-120㎡刚改户型及120-140改善型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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