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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周：成交明显下跌 预售冷清 

 

从上周成交数据来看，顺德一手住宅共成交 285 套，较前周减少 109 套；成交总面积为 2.92 万平米，环比

下跌 28%；成交均价为 8279 元/平米，环比下跌 8.7%。（以套内面积计算，下同） 

从各镇街成交套数看，中心城区大良-容桂成交总量与前一周环比成交下跌，共成交 87 套，大良成交 24 套，

环比前一周小幅下跌，而容桂成交也小幅下跌，共成交 63 套，其余各镇街成交表现突出的为北滘和乐从，分别

成交 32 套和 74 套，其他各镇街较成交稳中有跌。成交均价方面，均价过万的镇街仅有陈村，均价为 11355 元

/平米，大良均价环比小幅下跌，为 9900 元/平米；乐从均价 9490 元/㎡，而容桂均价为 6468 元/平米，其余

镇街成交均价都较为稳中有跌。 

从上周总体成交情况及各方面表现来看，经历前两周高位平稳成交，上周顺德楼市出现明显下滑，上周共

成交 285 套，较前周小幅减少 109 套；这主要由于中心成交区域缺乏热销楼盘开盘入市，加上营销方面没有什

么大动作，多为自然销售，而价格方面，由于中心地段楼盘成交比例下跌，均价环比出现明显下滑，均价为 8279

元/平米，全市整体市场表现量价齐跌。 

 

一、土地市场 

1、土地供应 

2014 年第 23 周（2014 年 6 月 02 日—2014 年 6 月 08 日）顺德没有新增土地供应。 

2014 年第 23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土地公告拟交易一览表 

交易编码 交易方式 地块位置 地块面积(万平米) 地块用途 挂牌日期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土地成交 

2014 年第 23 周（2014 年 6 月 02 日—2014 年 6 月 08 日），上周顺德成交 2 宗工业用地。 

2014 年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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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

用途 
交易日期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014 年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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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积率 总成交价 竞买人 楼面地 地块 交易日期  

顺德/ 市场周报 

2014 年·第 23 周【2014.6.02－201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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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米) （万元） 价 用途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014 年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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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顺（挂）

2014-039 号 

顺德区北滘

镇西南工业

区 A3-2、

C2-1 地块 

19.82  2.50 8800 

广东美的厨房

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 

178  工业 2014/6/5 

佛顺（挂）

2014-038 号 

顺德区五沙

工业园北

-2-2 号地块 

6.76  2.80 6757 

广东瑞德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57  工业 2014/6/5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二、一手房市场 

1、新增预售 

2014 年第 23 周（2014 年 6 月 02 日—2014 年 6 月 08 日），顺德共没有项目取得预售证。 

2014 年第 23 周顺德房地产市场新增预售一览表 

时间 名称 
行政

区 
地址 用途 

批售面积（万平米） 

开发商 
住宅 商业 其它 

— — — — — — — — —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2、成交状况 

从上周成交数据来看，顺德一手住宅共成交 285 套；成交总面积为 2.92 万平米；成交均价为 8279 元/平米；

成交总金额为 2.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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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从各镇街成交套数看，中心城区大良-容桂成交总量与前一周环比成交下跌，共成交 87 套，大良成交 24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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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前一周小幅下跌，而容桂成交也小幅下跌，共成交 63 套，其余各镇街成交表现突出的为北滘和乐从，分别

成交 32 套和 74 套，其他各镇街较成交稳中有跌。 

成交均价方面，均价过万的镇街仅有陈村，均价为 11355 元/平米，大良均价环比小幅下跌，为 9900 元/

平米；乐从均价 9490 元/㎡，而容桂均价为 6468 元/平米，其余镇街成交均价都较为稳中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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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一周市场总结，经历前两周高位平稳成交，上周顺德楼市出现明显下滑，上周共成交 285 套，较前周小幅

减少 109 套；这主要由于中心成交区域缺乏热销楼盘开盘入市，营销方面没有大动作，都为自然销售，而价格

方面，由于中心地段楼盘成交比例下跌，均价环比出现明显下滑，均价为 8279 元/平米，全市整体市场表现量

价齐跌。 

3、成交排名 TOP10 楼盘 

上周顺德签约成交量排名 TOP10 的楼盘依次为：乐从雅居乐花园、宏泽名轩、深业城、帝景花园、金海岸

花园、美的翰诚花园、万科水晶花园、博澳城、景汇名都和绿地尚品花园。 

成交前十强的楼盘成交总量 136 套，占全区成交总套数的 47.8%。 

从区域分布来看，上周成交前十强楼盘主要分布均衡，其中成交较多的为乐从雅居乐花园，共成交 51 套，

容桂有 2 个楼盘成交量排进前十强，分别为宏泽名轩和帝景花园，共成交 25 套，北滘和陈村同样有两个楼盘成

交进入前十，而均安、勒流和杏坛分别有一楼盘进入前十，其他 3 镇街没有楼盘上榜。 

2014 年第 23 周顺德成交排名 TOP10 楼盘一览表 

排名 项目名称 区域 签约套数 签约面积 签约均价 

1 乐从雅居乐花园 乐从 51 6176  8718  

2 宏泽名轩 容桂 14 1153  5440  

3 深业城 北滘 12 1090  9930  

4 帝景花园 容桂 11 1068  7105  

5 金海岸花园 杏坛 9 894  5908  

6 美的翰诚花园 北滘 9 784  9517  

7 万科水晶花园 陈村 9 789  13231  

8 博澳城 勒流 7 797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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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景汇名都 均安 7 766  4917  

10 绿地尚品花园 陈村 7 588  10601  

                                                            【数据来源：世联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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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联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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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世联以每天 8.2 亿的成交额，成为境内代理销售额首破 6000 亿的房地产服务商，在 16

个核心城市销售额也已超百亿，并以市场份额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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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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6-86899069 
传真：0576-86899066  邮政编码：61100 

佛山世联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创意产业园 7 号楼 6 层 601 房 
电话： 0757-86161996   传真：0757-86161980 
邮政编码：18000 
 
东莞世联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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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6071  
 
大连世联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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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65-86898600    传真：065-86898610 
邮政编码：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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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659 号东方广场 B 座 17 楼 
电话：010-81189666    传真：010-81189660 
邮政编码：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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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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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66-68619001  传真：0566-68619016 
邮政编码：66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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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昆明市三市街 6 号柏联广场写字楼 16 楼 1610 室 
电话：0871-686180   传真：0871-68111 
邮政编码：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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