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埔 三宅地推出
其中一宗位于上次溢价地旁

第二次集中供地时黄埔推出了三宗地，其中一宗流
拍，但也有一宗以10%的溢价成交，成为上一轮供地当
中为数不多的溢价出让的土地。而这次黄埔同样推出
了三宗地，其中一宗就位于上次溢价成交的地块旁。

这次黄埔区推出的全部地块取消了拍地时就需约
定未来房价的政策，但地块首套住房购房家庭（或个
人）购房总套数占新建商品住房规划总套数的比例不
低于50%的规定继续执行。

文/梁栋贤 制表/伍岩龙

南沙拟出让的土地情况
宗地名称

横沥岛尖DH0502012地块

横沥岛尖DH0507042-
DH0507045地块

横沥岛尖DH0508028、
DH0508032地块

南沙街友展路以东地块

最大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49488

163270

56894

60324

起始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15571

14873

15894

1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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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块较近地铁 6 号线
黄陂站，黄陂站是6号线从天河
到黄埔的第一个站，这里也是黄
埔最西的区域，和天河接壤。这
次推出的宅地离地铁站的距离
比上次的地块还稍近一些。地
块周边的一手住宅楼盘主要有
保利翔龙天汇和融创·翔龙广府
壹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宗地范围
的用地限制比较多。地块内有
古树名木，还涉及航油管道控
制范围，在施工时都要保护、避
让，另有古代墓葬文物，要待发
掘完成后才能施工。

该地块为黄埔区联和街道
黄陂社区经济联合社、华沙社
区经济联合社经济发展用地收
储出让项目，竞得人须在竞得土
地后30日内与上述经济联合社
签订《自留发展用地合作开发协
议》。若未能按时签订协议的，
村社可单方解除合同并退还已
缴的土地款及相关契税。

长岭居地块靠近有
轨电车2号线

长贤路以南、萝岭路以东和
长岭居外环路C线以西、长贤路
以南各推出了一宗地，两宗地
均位于长岭居板块，地块附近
有北师大广州实验学校。两宗
地均需按不低于计容建筑面积
的 10%配建政府统筹房源，政
府以3500元/平方米回购。

长贤路以南、萝岭路以东地
块需配建72班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长岭居外环路C线以西、长贤
路以南地块则需配建幼儿园、托儿
所，鉴于现在购房者对教育配套要
求普遍较高，配建学校虽然增加了
一定成本，但在引入好的教育资源
后，项目的吸引力也将大增。

两地块均邻近有轨电车 2
号线和外环路C线，需要做防噪
声处理，但邻近这些公共交通
设施，也将增加项目的吸引力。

该板块目前在售楼盘有五矿壹
云台、广州龙湖·揽境等，两者的单
价分别为3.65万元和3.8万元左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

黄埔拟出让的土地情况

宗地名称

长贤路以南、萝岭路以东
CPPQ-A4-2地块

长岭居外环路 C线以西、
长贤路以南CPPQ-A4-3地块

广汕公路以北、惠联路以
东HBPQ-D1-2地块

最大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215636

337751

150166

起始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18763

17480

24000

文/梁栋贤 制表/伍岩龙

白云拟出让的土地情况

文/徐炜伦 制表/伍岩龙

宗地名称

太和镇沙亭北路南侧地块

均禾街清湖村上官苑二期地块

钟落潭镇雅园新村地块

最大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427980

124153

61888

起始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4673

19530

7816

白云 两“回炉地”降价 钟落潭又有新地块出让

南沙

番禺拟出让的土地情况

文/梁栋贤 制表/伍岩龙

宗地名称

石楼镇利丰北侧地块

大石街飘峰路西侧地块一

大石街飘峰路西侧地块二

最大计容建筑面积
（平方米）

293005

210546

242348

起始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13090

20356

19733

番禺

专题

2021年 11 月 20 日，龙湖
首个龙湖公益日当天，广州
的双珑原著社区就举办了一
场公益市集活动。该场公益
市集，号召龙湖员工及客户
一起捐赠家中的闲置物品。
爱心人士可通过各地线下公
益摊位、线上竞价，在获得心
仪 物 品 的 同 时 捐 赠 相 应 金
额。基金会将对捐赠进行 3
倍配捐（上限 100 万元），全部
捐赠款将用于支持龙湖欣芽
计划。

据介绍，龙湖欣芽计划致
力于帮扶经济困难地区大病
儿童，陆续在重庆、河南、云
南、青海等七省市落地，为近
6000名儿童提供专家问诊、健
康科普服务，救助大病儿童超
130人。

此外，基金会在关爱儿
童、助学兴教、助老扶贫等多
个维度还陆续开展了“湖光计
划”“展翅计划”“溪流计划”和

“万年青计划”等 20余个公益
项目，累计帮扶已超4万人。

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 民生新闻部主编
责编 施沛霖/ 美编 伍岩龙/ 校对 赵丹丹 A16市楼 ·焦点

从小家到大家
龙湖公益事业持续探索

房企的公益事业，都在不断探索实践
中变得更加专业、体系化。将每年 11 月
20日定为“龙湖公益日”的龙湖，同样如
此。据悉，在首个公益日当天，一场别样
的公益市集在广州双珑原著社区热闹上
演；同一天，龙湖公益基金会（下称基金
会）向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2亿元，助
力重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及乡村振兴。

从个人到城市，从小家到大家，龙湖
公益事业之路正越走越广。

龙湖公益日当天，基金会
向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
2 亿元。其中 1.6 亿元将用于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0.4 亿元
将用于支持重庆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

与此同时，聚焦于助农、
助残，龙湖公益基金会的“溪
流计划”养殖创业扶持项目也
在重庆地区开展了多次公益
行动，精准扶持了 12 个残疾
人创业帮扶基地。

为了更好助力职业教育

发展，龙湖“展翅计划”落地重
庆，捐赠约 800 万元，与巴南
区4所职校及涪陵区医药卫生
学校合作，成立“龙湖展翅飞
翔班”，累计帮扶 5 所学校约
400 名学生，帮助困难家庭的
职校生掌握一技之长。

龙湖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沈鹰表示：“未来，龙湖还将进
一步加大公益事业的投入，持
续践行公益行动，以善待之心
更好地回馈社会。”

（文/陈玉霞）

积极助力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

号召员工和业主共同参与 救助大病儿童

谈起此次供地情况，中原地
产项目部总经理黄韬表示，这
个 阶 段 ，房 企 拿 地 会 比 较 谨
慎，高性价比的土地才会有吸
引力。克而瑞广州区域首席
分析师肖文晓表示，本轮集中
供地结构上更倾向于南沙、黄
埔等热区，还调整了上述多项
出让规则，鼓励开发企业拿地
的诚意明显。

实际上，对土地市场、对
房企表现出诚意的不仅广州，
深圳、杭州、苏州、南京、成都
和福州等城市，对各自第三轮
土拍的规则或多或少都有调
整，多个城市对于缴纳的土地
保证金比例也在下调。不难
看出，这是土地供应方根据实
际市场变化顺势而变的举措
——用更合适的门槛促进土地

成交，满足房企拿地发展的同
时，也为市场提振信心。

但放松的购地门槛，能否重
新激发房企拿地的热情？

某国内排名前五十的知名
房企营销人士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这个阶段公司都在冲刺业
绩，因为急着回笼资金，所以会
把有限的资金都用到销售渠道
上以刺激成交，拿地的计划就先
暂停。这样的表现并非个案。
房企要保持资金流动性，融资是
一方面，最重要的途径还是卖
楼，且要快速成交快速真正回收
资金。但实际行情并不太红
火。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统计
数据显示，自 6 月以来，广州一
手住宅网签量一直维持在7000
宗/月的低位，10 月网签量为
7161套，同比减少36%，而新房

供应量又创下年内新高，达 1.7
万套。该部认为，市场受连番调
控影响，广州部分热门楼市板块
去化率不足 20%，刚需买家的
购置热情也尚未真正释放，房企
面临不小的压力。

当然，也不是所有房企都对
土地望而却步。11月底天河区
金融城板块出让一宗商业商务
综合用地就被外来房企拿下。
有房企高层表示，如果有好的地
块和项目，会继续购入。

肖文晓认为，近期银保监
会已作出了“房地产合理贷款
需求得到满足”的回应，预计
部分尚有余力的房企会有拿
地的信心，而地方政府审时度
势调整土地出让计划，也有望
让第三轮集中供地相对平稳
过渡。

广州第三轮集中供地：共推出17宗用地，“土拍”规则作顺势调整

广州迎今年最后一场土地“盛宴”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羊城晚报记者实地探访这两
宗地块注意到，太和镇沙亭北路南
侧地块周边为农村，缺乏一手住宅
项目及商业配套，交通也仅以公路
为主，距离广从公路不到 3 公里，
附近有一所当地小学。尽管起拍
楼面地价较低，但其配建要求较多
也许也是房企在第二轮集中供地
中不竞拍的原因之一，包括建设广
佛东环线太和站配套交通衔接设
施、公交首末站及停车场，该地块
涉及谢家庄、沙亭两村的经济联合
社，相关建设约定较多。

均禾街清湖村上官苑二期地

块位于均禾大道北侧，背靠自然山
体，地块西北侧有流溪湾自然生态
保育区和石马桃花公园等景区，周
边中小学较多，约3公里处也有大
型商业配套，不过地块周边多为双
向单车道或临街较窄小的道路，交
通出行配套仍需完善，该地块的利
好之一是位于白云新城北侧，距离
嘉禾望岗交通枢纽也不算远，可以
享受白云新城外溢效应。

钟落潭镇雅园新村地块是本
轮集中供地中白云区新亮相的地
块，位于广从公路旁、地铁竹料站南
侧约600米，该地块周边住宅项目
较为集中在距离约5公里处的钟落

潭白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基地。
根据规划，竹料站将打造成白云区
北部的交通枢纽，对地块的价值带
来一定的提升。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付款方式更灵活方便

虽然是流拍地卷土重来，
但回炉后的地块在出让条件
上更为宽松。这三宗地的建
筑面积均在 20 万平方米以
上，因地块大，就算是最便宜
的一宗起拍总价也超过了 38
亿元，为解决年底房企普遍资
金偏紧的问题，这次番禺出让
的土地取消了一个月内一次
性付清总价的要求，开发商付
款将更轻松。

羊城晚报记者留意到，除
了在付款方式上更优惠以外，
本次出让的大石街飘峰路西
侧两宗地的起拍价格都有所
下调。其中，地块一的起拍楼
面地价由原来的23000元/平
方米下降到如今的20356元/
平方米，下降幅度为 11.5%，
同一地段的地块二则降价更
多，楼面地价单价下降了约
3300元，下降幅度为14.2%。

当然，地块一需配建幼儿
园以及不少于地块计容面积十
分之一的人才住房（政府以
3500 元价格回购，下同），地块
二需配建学校以及不少于地块
计容面积十分之一的人才住
房，因此两宗地的实际成本比
表面的地价要高一些。

未来有轨道交通途经

大石街两宗地在万博板
块与南站板块中间，地块东面

数百米处是长隆野生动物
园。地块目前的公共交通不
算特别方便，但拍地公开资料
显示，地块一邻近广州地铁
26 号线，地块二北侧涉及珠
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环线
等轨道线路，也就是说，未来
附近的公共交通将会明显改
善，当然，珠三角城际轨道交
通广佛环线等轨道线路也可
能带来一定的噪声影响。两
地块附近一手住宅楼盘主要
有碧桂园藏珑府，带装修均价
约4.2万元/平方米。

石楼镇利丰北侧地块东
面临海，地块规模较大，建筑
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是近年
番禺为数不多的大地块之
一。除了可与旁边的地块共
用后者红线内的幼儿园之前，
周边配套不算齐全，因为上一
次的起拍地价已经不算高，因
此这次没有降价。

地块周边的一手楼盘有
凯德·山海连城，该楼盘已建
设多年，配套设施已较齐全，
目前主推海景洋房，单价 2.9
万元起。因为凯德·山海连城
的地理条件更好一些，若同期
销售，新地块未来的售价可能
会略低于前者定价。

不难发现，计算配建成本
后，番禺这次推出的三宗地的
地价和周边一手楼价的差价
较为合理，反映出有关部门希
望楼市平稳发展的决心。

（文/图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梁栋贤）

取消一卖地即“定终身”
这次拍地最明显的变化是，南

沙取消了第二次集中供地时推出
的限房价政策，虽然还是要接受
街道备案价的限制，但至少未来
楼价的上限不再在拍地时就已经

“一拍定终身”。
今年 9月，直达珠江新城、琶

洲等地的地铁18号线的开通以及
板块内配套设施的逐渐成熟，让横
沥至市区的时间缩短至半个小时，
板块的吸引力也大增。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早在
10 月底，南沙区就已经向相关房
企推介过一批居住和商业用地，
而这次挂牌推出的土地是从上次
推介过的土地当中精选出来的，
都是已有意向企业的，因此这次
流拍的可能性比较小。而横沥岛

三宗土地能从众多推介地块当中
脱颖而出，也证明了该板块的吸
引力不小。横沥岛三宗地均需配
建政府以 3500 元/平方米回购的
政府性房源，地块计容面积越大
配建越多，分别为 4000 平方米、
4600平方米和13100平方米。

自然景观不错，离地
铁站不算近

内部推介资料显示，横沥岛尖
DH0502012 地块为商住混合用
地，地块位于横沥岛东北部，接近
灵山岛尖产业聚集区，道路交通条
件不错，此外北面靠近蕉门水道，有
较 好 的 景 观 资 源 。 横 沥 岛 尖
DH0507042- DH0507045 地块位
于横沥岛东部，在总部功能区内，规
划定位较高，而地块南望蕉门水道。
横沥岛尖DH0508028、DH0508032

地块同样位于横沥岛东部，就在
DH0507042- DH0507045地块东
侧，由商住混合用地（B1R2）、公园
绿地组成，自然景观资源更佳。

与第二次集中拍地横沥岛推
出的地块主要位于岛的中部不
同，横沥这次推出的三宗地都在
横沥地铁站以东的片区，这一地
段的优势是普遍具有不错的海景
等自然景观资源，但离地铁站距
离都在2公里左右，需要换乘其他
交通工具。

板块内目前在售的一手楼盘
有美的江上沄启和旭辉矅玥湾，前
者主推98-118平方米的三房和四
房，均价约为 3.6 万元/平方米；后
者主推98-129平方米的三房和四
房，两个楼盘的产品面积段较为接
近，单价则在3.8万元左右。

南沙这次推出的唯一一宗非
横沥岛的宅地在友展路以东地块
则位于南沙街进港大道北侧，这
里属于金洲板块，地块大致与南
沙碧桂园隔路相望，周边配套相
当成熟，也邻近蝴蝶洲公园，但离
地铁站不近。该地块周边 1.5 公
里范围内无在售一手住宅楼盘。
该地块也没有其他配建需求，总
体成本较低。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栋贤）

广州将迎来今年最后一场土地“盛宴”。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近日公布了第三

轮集中供地清单。此次将共推出17宗用地、
挂牌金额434亿元，数量和金额都比前两次
大幅下降。该批用地计划在 12月 2日进行
出让，其中南沙、白云、黄埔和番禺供地较
多，共有13宗。

更值得一提的是，土拍规则因市场变化
而顺势调整，如部分地块取消“限房价”、允
许购地款分期支付等。不过，土地溢价率控
制在15%以内、限制房企“多马甲”拿地及加
强对房企购地资金的监管等规则仍继续沿
用。业内专家认为，出让规则的调整足见政
府鼓励房企拿地的诚意，同时“房住不炒、稳
房价、稳地价”的大方向始终不变。 广州将迎来今年第三轮集中供地广州将迎来今年第三轮集中供地

仔细查阅官方出让材料可以
发现，和前两轮集中供地相比，年
底的这第三轮土地供应出现了三
大变化。

从供应区域上看，前两次全
面开花，这次转向外围为主。南
沙此次供地最多，将出让4宗；其
次为白云、黄埔和番禺三区，各有
3 宗出让。此次天河、荔湾和越
秀等中心区为零供地，前两次的
供应大户增城此次也仅挂牌一
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介绍，黄埔、番禺
两区可售新房库存较低，白云区
新房规模也相对较小，南沙此次
地块没有限房价，预计这些区域
的土地有望受到房企追捧。

从出让规则看，此次供地部分
地块取消了“限房价”规定，部分地
块允许分期支付地价，这些都有望

提高对房企的吸引力。在第二轮
集中供地中，黄埔多宗土地均有限
制房价，限价2.9万元-4.6万元/平
方米不等，南沙地块的房价同样限
制在2.4万元-3.8万元/平方米之
间。但在此次出让中，这样的限房
价规定已被取消。番禺和白云的
地块，则取消了一个月内一次性付
清总价的要求，允许分期支付，房
企资金压力将大为减轻。

从出让地价上看，此次供地
有7宗是回炉地块，番禺、白云两
区的回炉地块通过调低地价以吸
引更高关注。对比出让公告可
见，番禺大石街的两宗地块楼面
地价下调幅度都超过 10%，白云
太和镇沙亭北路南侧地块地价降
幅更是达 21%，其在第二轮出让
时起拍地价约 5907 元/平方米，
此次降为4673元/平方米。

出让的诚意之下 房企还来吗？出让新变化：规则优化地价下降

三宗地卷土重来
有地块降价超14%

在第二次集中供地当中，番禺推出了五宗宅
地，其中位于新造镇创新城暨南大学北侧的两宗
地成功出让，另外三宗地均宣告流拍。如今这三
宗宅地将在下周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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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沥岛尖唱主角 三宗地将登场

今年9月的第二次集中供地当中，南沙推出了六
宗地，其中流拍两宗。南沙这次新推出的四宗地与上
次全然不同，不过仍和上次一样，以横沥岛为主力，三
宗地位于横沥岛尖。而推出四宗地的南沙，也成为这
一轮推地最多的区域。与“邻居”番禺相比，南沙这次
推出的地块当中，除了横沥岛尖 DH0507042-
DH0507045地块外，规模不算大，起拍总价均在 10
亿元以内，对房企的门槛相对低一些。

地铁18号线的开通使横沥岛到市区的时间大大缩短

太和镇沙亭北路南侧地块出
行需先经过乡村道路

本轮集中供地中，白云
区仅有三块土地出让，其中
太和镇沙亭北路南侧地块和
均禾街清湖村上官苑二期地
块均为第二轮集中供地中流
拍的地块，且进行了降价，
前者总价降价约5.3亿元至
20 亿元，后者总价降价约
2.9亿元至24.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