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公示内容显示，荔湾区南岸路

冷冻厂地块总占地面积 37653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83597 平方米，总起拍价达

30.1 亿元。 采取“限地价+竞自持+摇

号” 的方式出让， 最高限价为 37.6 亿

元，到达最高限价时，楼面价为 45000

元/平方米。 此外，该地块为临江地块，

限高严格，要求一线限高 30 米，二线限

高 100 米。 需配建占地 0.2 万平方米的

文化活动中心、肉菜市场等。 值得注意

的是，距地块东北侧 3 公里的西湾路去

年 6 月曾出让一宗“蚊型”商住地，由珠

江实业以底价 3.4 亿元夺得，楼面价为

17532 元/平方米。 相比起西湾路 156

号地块，本次挂牌地块面积较大，且具

备稀缺江景资源， 地块周边配套成熟，

距离地铁 5 号线中山八站约 700 米，可

享受荔湾老城区生活配套。

地块所处的老荔湾沿江区域集中

布局多个高端一二手项目，包括西关海

以及黄沙的珠光御景壹号等。目前西关

海售价为 6.5 万元/平方米， 珠光御景

壹号售价为 10 万元/平方米，而地块起

拍楼面价折算项目盈利售价处于这一

区间内。与地块“一桥之隔”的大坦沙地

块，目前已有多个一手项目在售，包括

双桥 8 号、悦江上品等，售价在 4.8 万～

5 万元/平方米。 相比起大坦沙板块，地

块所处的位置交通、配套更加便利。

有业内人士表示，自 2015、2016 年

广钢板块供地潮结束后， 荔湾区过去

两年供应商住用地偏少， 其中去年仅

西湾路“蚊型”商住地一宗。 今年荔湾

相继挂牌广钢新城AF040225-B地块、

冷冻厂地块，

总供地面积已

达5万平方米，

上述两宗地块

均于 4月公布

的《2019年供

地蓝皮书》中

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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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挂三地“老西关”迎宅地入市

□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继此前成功出让 3 宗商住地后，8 月 20 日， 广州又一口气挂出 3 宗

宅地， 分别位于花都区府、 汽车城以及荔湾老西关板块， 总出让面积达

23.2万平方米，总起拍价达 67.9亿元，将于下月 19日正式开拍。其中，最

瞩目的一宗是来自老西关板块的冷冻厂商住地。该地块西邻珠江，南邻南

岸路，享一线江景资源，起拍楼面价达 36060 元 / 平方米。 花都工业大道

南三地块一期地块则是本次挂出地块中面积最大的一块，宗地面积超 15

万平方米，起拍楼面价 12570元 /平方米，是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地块。

南岸路冷冻厂地块最受关注

花都推两宗商住地 供地量提升

此次花都推出的地块之一位于位

于广州市花都区商业大道北侧， 大松

园三巷南侧， 宝田陶瓷城东侧， 嘉

粤·骊雅居西侧。 起拍楼面价 16177

元/平方米

（扣除 安 置房 建 筑 面积

3000

平方米， 未扣除其他配建）

。 其

中分地块一要求配建肉菜市场等配套

设施， 分地块二要求配建 15 班幼儿

园等配套设施。 算上本次挂牌两宗商

住地， 花都区 2019 年至今已累计挂

牌 34.5 万平方米商住地， 与去年全

年差距缩小至 9 万平方米。 2018 年

至今， 花都供地量提升明显。

据悉， 该地块处于花都区府板

块， 距离花都广场地铁站直线距离

1.8 公里， 距离马鞍山公园地铁站 1.1

公里。 根据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的检

测显示， 目前地块周边一二手楼盘市

场均较为成熟。 地块周边楼龄较新的

二手楼均价约 2.2 万～2.5 万元/平

方米， 一手楼盘 2.5 万～2.7 万元/

平方米。 且供货主要集中在花都

湖、 汽车城、 新华旧区等

临近地铁 9 号线的优质板

块， 业内人士认为， 在地铁沿线密集

供地， 利于带动买家对花都的入市欲

望。

另一地块位于花都区工业大道南

侧， 广清高速西侧， 邻近华西工业

园。 其中分地块一、 六均要求配建健

身场所、 居委会、 卫生站等， 分地块

三要求配建健身场所、 肉菜市场等，

分地块五要求配 15 班幼儿园等。 地

块处于花都汽车城板块， 距离汽车城

地铁站较远直线距离 2.6 公里， 周边

环境较为偏僻， 而且地块周边有较多

工厂。 目前地块北侧和南侧一二手楼

盘市场开发均较为成熟。 根据记者调

查发现， 地块周边楼龄较短的品牌房

企二手楼， 由于临近地铁 9 号线， 均

价在 1.8 万～2.3 万元/平方米之间。 而

主力在售一手楼盘由于距离地铁较

远， 均价为 2.1 万～2.2 万元/平方米。

“钢琴之王”施坦威跨界联手“广州顶豪”办国际演奏会

素有“广州新一代顶豪”之称的首

开龙湖·天奕近期将有震撼市场的大动

作，市场期盼已久的云山实景样板间计

划于 8 月 24 日面向全球开放。 当天首

次跨界联手世界顶级钢琴品牌施坦威，

于项目“生命之弧”艺术馆举行“大师对

奕”施坦威国际演奏会，旨在打造音乐、

建筑、艺术、自然于一体的顶级盛事。

此次演奏会将特邀哈佛大学高级

演奏家、 施坦威官方艺术家的 Yuko

Sano 到场进行限时钢琴演奏。 据了解，

Yuko Sano 从 8 岁开始就开始了她的国

际职业生涯，并在皇家剧院演出。 与此

同时，她还将在天奕首次开设施坦威国

际大师班 ， 限定名额弹奏施坦威

SPIRIO 新悦钢琴， 并获得钢琴家一对

一指导的宝贵机会。

众所周知，拥有 166 年历史的施坦

威是钢琴界顶级品牌，李云迪、郎朗等

钢琴家均为施坦威的艺术家， 并被比

尔·盖茨，罗斯福、布什等数任总统收藏

家中。 其一直尊奉“不惜一切代价制造

世界上最好的钢琴”， 每架钢琴都有数

十位制琴大师历时近两年匠心打造。

值得注意的是， 首开龙湖·天奕是

由 20 位世界顶尖设计大师合著的地标

住品，从建筑设计到建材标准、从美学

空间到艺术品味， 每一寸都旨在突破，

竭力为城市呈现一份艺术之作。

在建筑方面， 首开龙湖·天奕邀请

了中国地王项目缔造者汇张思担纲设

计，外立面注入全球游艇“法拉帝 Vir－

tus”灵感弧线，着力打造未来城市高端

住宅范本。 在景观方面，则由全球超级

工程缔造者 AECOM 沈同生团队操刀，

打造波士顿“翡翠项链”景观体系，实现

约 1000 平方米超大水系， 三层立体园

林及 6 米飞天叠瀑景观。

此外， 首开龙湖·天奕由全球顶级

设计公司 HWCD 定制室内精装， 不仅

还原西伦敦贵族的设计风格，在细节上

更引入世界顶级嘉格纳厨电、全德系卫

浴品牌、定制明星级衣帽间等，无处不

透露着对“产品主义”的极致追求。

据了解， 龙湖进入广佛地区已五

年，经过积极稳健的发展，目前已成为

集团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截止目前共拥

有 9 大项目，其中不乏口口相传的明星

楼盘。 从 2014 年开盘的佛山春江名城

到 2015 年的广州天宸原著，到 2018 年

全新入市的广州三大明星项目———天

奕、云峰原著和双珑原著，再到 2019 年

入市的佛山市中心旗舰项目———傲云，

龙湖在深耕区域的同时， 一直专注精

品、匠心创新，不断积累好口碑成就最

佳的热卖效应， 就在 2018 年的销售金

额方面，龙湖已进入广州市前十。

文、图 罗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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