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存量住宅用地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位置 住宅类型
土地面积
（㎡）

建设状态
未销售房屋
的土地面积

（㎡）
备注

1 合生帝景城 中山市南区沙涌村竹秀园村“东坑”普通商品房 164414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 锦绣海湾城 南朗镇翠亨村 普通商品房 389572.1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3 盛世游艇会 中山市神湾镇彩虹路23号 普通商品房 200000 已动工未竣工 173013.5 停工
4 中山市黄圃纪元花园 中山市黄圃镇马新工业园 普通商品房 31195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5 凤悦府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普通商品房 63435.6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6 中山市玉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安乐村 普通商品房 30003.8 已动工未竣工 30003.8
7 杨再全居住项目 中山市三角镇蟠龙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776.1 未动工 /
8 梁就福居住项目 中山市三角镇蟠龙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666.7 未动工 /
9 中山市翠亨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槟榔山开发区 普通商品房 120446.8 未动工 /

10 中山市翠亨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槟榔山开发区 普通商品房 130558.6 未动工 /
11 中山市翠亨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槟榔山开发区 普通商品房 48184.6 未动工 /
12 中山市翠亨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槟榔山开发区 普通商品房 112543.5 未动工 /
13 中山市翠亨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朗镇槟榔山开发区 普通商品房 40170.8 未动工 /
14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商住楼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 普通商品房 726.3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5 中山市泰峰电气有限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普通商品房 13370.2 已动工未竣工 13370.2
16 万科金色家园 中山市东凤镇伯公村 普通商品房 72463.5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7 新沙岛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普通商品房 139743.3 已动工未竣工 139743.3 停工
18 新沙岛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普通商品房 127845.2 已动工未竣工 127845.2 停工
19 新沙岛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普通商品房 77580.2 已动工未竣工 77580.2 停工
20 新沙岛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普通商品房 70238.8 已动工未竣工 70238.8 停工
21 新沙岛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普通商品房 88287 已动工未竣工 88287 停工
22 新沙岛 中山市东凤镇穗成村 普通商品房 113037 已动工未竣工 113037 停工
23 迪茵湖花园 中山市三角镇蟠龙村 普通商品房 55034.3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4 中山市东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居住项目 东区白沙湾片区 政府统管用地 125503 已动工未竣工 0
25 中山市东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居住项目 东区白沙湾片区 政府统管用地 126377 已动工未竣工 0
26 中山市东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居住项目 东区白沙湾片区 政府统管用地 36465 已动工未竣工 0
27 中山市东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居住项目 东区白沙湾片区 政府统管用地 24396 已动工未竣工 0
28 中山市东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居住项目 东区白沙湾片区 政府统管用地 207723 已动工未竣工 0
29 中山市东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升镇兆龙社区 政府统管用地 124221 已动工未竣工 0
30 中山市东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升镇坦背村 政府统管用地 76463 已动工未竣工 0
31 中山市东升镇高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升镇高沙社区 普通商品房 5567 已动工未竣工 5567
32 中山市东升镇高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升镇高沙村悦生二经济合作社普通商品房 63712 已动工未竣工 63712
33 中山市东升镇高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升镇高沙社区 普通商品房 1898 已动工未竣工 1898
34 昇海豪庭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普通商品房 139968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35 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普通商品房 42316 已动工未竣工 42316
36 中山市古镇镇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政府统管用地 135545 已动工未竣工 0
37 中山市古镇镇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政府统管用地 119769 已动工未竣工 0
38 中山市古镇镇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海洲村 政府统管用地 74306 已动工未竣工 0
39 金色海棠花园 中山市西区翠景道南11号 普通商品房 983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40 金色海棠花园 中山市西区富华道南片、翠景路西侧普通商品房 32104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41 中山市三乡镇平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三乡镇平东村 普通商品房 47706 已动工未竣工 47706
42 中山市三乡镇平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三乡镇平东村 普通商品房 24926 已动工未竣工 24926
43 中山市三乡镇平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三乡镇平东村 普通商品房 44157 已动工未竣工 44157
44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2455 已动工未竣工 0
45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2750 已动工未竣工 0
46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将军村 政府统管用地 25955 已动工未竣工 0
47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将军村 政府统管用地 4000 已动工未竣工 0
48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3994 已动工未竣工 0
49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2625 已动工未竣工 0
50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将军村 政府统管用地 10807 已动工未竣工 0
51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滘心村 政府统管用地 2720 已动工未竣工 0
52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420 已动工未竣工 0
53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穗西村 政府统管用地 21217 已动工未竣工 0
54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滘心村 政府统管用地 9722 已动工未竣工 0
55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3614 已动工未竣工 0
56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15034 已动工未竣工 0
57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滘心村 政府统管用地 3570 已动工未竣工 0
58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民安村 政府统管用地 245 已动工未竣工 0
59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滘心村 政府统管用地 699 已动工未竣工 0
60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民安村 政府统管用地 7774 已动工未竣工 0
61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6540 已动工未竣工 0
62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将军村 政府统管用地 3713 已动工未竣工 0
63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5936 已动工未竣工 0
64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民安村 政府统管用地 2558 已动工未竣工 0
65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2328 已动工未竣工 0
66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4788 已动工未竣工 0
67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923 已动工未竣工 0
68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北帝村 政府统管用地 19137 已动工未竣工 0
69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穗西村 政府统管用地 35254 已动工未竣工 0
70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穗西村 政府统管用地 20041 已动工未竣工 0
71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穗西村 政府统管用地 4330 已动工未竣工 0
72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民安村 政府统管用地 3452 已动工未竣工 0
73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634 已动工未竣工 0



74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680 已动工未竣工 0
75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1183 已动工未竣工 0
76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3675 已动工未竣工 0
77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1308 已动工未竣工 0
78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3466 已动工未竣工 0
79 中山市南头镇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南头镇南城村 政府统管用地 1588 已动工未竣工 0
80 雅居乐雍陌住宅小区一期 三乡镇雍陌村 普通商品房 8862 已动工未竣工 122.6
81 雅居乐雍陌住宅小区二期 三乡镇雍陌村 普通商品房 9133 已动工未竣工 5087.8
82 雅居乐雍陌住宅小区二期 三乡镇雍陌村 普通商品房 9681 已动工未竣工 5087.8
83 中山市坦洲镇裕洲村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坦洲镇裕洲村 普通商品房 528 已动工未竣工 528
84 中山市坦洲镇裕洲村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坦洲镇裕洲村 普通商品房 1964 已动工未竣工 1964
85 中山市坦洲镇裕洲村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坦洲镇裕洲村 普通商品房 5115 已动工未竣工 5115
86 中山市坦洲镇裕洲村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坦洲镇裕洲村 普通商品房 3153 已动工未竣工 3153
87 雅居乐雍陌后洋住宅小区 三乡镇雍陌村 普通商品房 42131 已动工未竣工 20466.2
88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三乡镇雍陌村 普通商品房 4940 已动工未竣工 4940
89 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三乡镇雍陌村 普通商品房 16681 已动工未竣工 16681
90 中山市坦洲镇集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居住项目坦洲镇七村村、永二村 政府统管用地 15852 已动工未竣工 0
91 环豪雅苑商住小区 坦洲镇七村社区 普通商品房 12187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92 中山市横栏镇裕祥村商住楼 中山市横栏镇裕祥村 普通商品房 42583 已动工未竣工 42583
93 中山市板芙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板芙镇金钟村、临古神公路、工业大道政府统管用地 39325 已动工未竣工 0
94 中山市板芙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板芙镇板芙村，板尾路以南 政府统管用地 12772 已动工未竣工 0
95 中山市古镇镇冈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冈东村 普通商品房 19962 已动工未竣工 19962
96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结民村 政府统管用地 12184 已动工未竣工 0
97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高平村 政府统管用地 1849 已动工未竣工 0
98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高平村 政府统管用地 2095 已动工未竣工 0
99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高平村 政府统管用地 5952 已动工未竣工 0
100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高平村 政府统管用地 719 已动工未竣工 0
101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高平村 政府统管用地 29672 已动工未竣工 0
102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高平村 政府统管用地 2248 已动工未竣工 0
103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光明村 政府统管用地 23200 已动工未竣工 0
104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光明村 政府统管用地 76990 已动工未竣工 0
105 中山市三角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居住项目三角镇蟠龙村、光明村 政府统管用地 18284 已动工未竣工 0
106 中山市横栏镇横西村商住楼 中山市横栏镇横西村 普通商品房 3830 已动工未竣工 3830
107 李焜宝 马丽霞居住项目 东凤镇东兴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37.9 已动工未竣工 /
108 陈钿欢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伯公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192.1 已动工未竣工 /
109 刘杰昌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伯公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132.2 已动工未竣工 /
110 中山市南朗镇建设发展公司居住项目 南朗镇泮沙村 普通商品房 19836 已动工未竣工 19835.5
111 中山市南朗镇建设发展公司居住项目 南朗镇泮沙村 普通商品房 19836 已动工未竣工 19835.5
112 中山市南朗镇建设发展公司居住项目 南朗镇泮沙村 普通商品房 26329 已动工未竣工 26329
113 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第六经济合作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 普通商品房 13333 已动工未竣工 13333
114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1668 已动工未竣工 1668
115 中山市五桂山镇长命水管理区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5232 已动工未竣工 5232
116 中山市五桂山镇长命水管理区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891 已动工未竣工 891
117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3526 已动工未竣工 3526
118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4148 已动工未竣工 4148
119 中山市五桂山镇长命水管理区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3054 已动工未竣工 3054
120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1244 已动工未竣工 1244
121 中山市五桂山长命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五桂山长命水村 普通商品房 22333 已动工未竣工 22333
122 中山市南朗镇榄边村赤坎经济合作社居住项目南朗镇榄边村 普通商品房 6303 已动工未竣工 6302.5
123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商住楼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 普通商品房 375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24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商住楼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 普通商品房 730.6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25 鼎吉新天地 中山市东凤镇民乐村 普通商品房 12190 已动工未竣工 12190
126 罗文强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民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89.9 未动工 /
127 星月彩虹花苑（拆迁安置房） 中山市西区彩虹规划区内 普通商品房 119881.8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28 杨庆华、杨霭文、杨凯明居住项目 中山市三角镇光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927.7 已动工未竣工 /
129 中山市锦绣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朗镇“虎池围” 普通商品房 123883.3 未动工 /
130 中山市泰盛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三角镇光明村、蟠龙村 普通商品房 32506.8 已动工未竣工 32506.8
131 天宏绿茵豪庭二期 中山市古镇镇曹一村 普通商品房 17365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32 保利远洋领秀山 中山市西区岐港路狮滘口 普通商品房 89717.3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33 美悦花园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55号 普通商品房 33448.3 已动工未竣工 22492.08
134 金色梦想公馆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东路40号 普通商品房 6628.2 已动工未竣工 1952
135 御秀花园二区 中山市古镇镇信腾路30号 普通商品房 16701.1 已动工未竣工 5118.028
136 中山市古镇镇冈东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古四村、冈东村 普通商品房 119376 已动工未竣工 119376
137 李敬发居住项目 港口镇和苑街3巷7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435 已动工未竣工 /
138 翟碧珠居住项目 港口镇石特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19.8 已动工未竣工 /
139 中山市华鸿水云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区亨尾村 普通商品房 22348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40 中山市南朗镇南朗村大岭头经济合作社居住项目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8661 已动工未竣工 8661
141 中山市古镇镇古一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古一村 普通商品房 7841 已动工未竣工 7841
142 汇豪万秀豪庭 中山市沙溪镇秀山村 普通商品房 56804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43 中山市坦洲镇永一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坦洲镇永一村 普通商品房 20667 已动工未竣工 20667
144 中山市坦洲镇永一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坦洲镇永一村 普通商品房 16667 已动工未竣工 16667
145 中山市盈轩花园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58号之一 普通商品房 41743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46 中山市古镇镇古四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古四村、冈东村 普通商品房 96914 已动工未竣工 96914
147 中山市古镇镇古四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冈东村 普通商品房 102422 已动工未竣工 102422
148 张松强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东兴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652.6 已动工未竣工 /
149 吴志强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东兴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529.8 已动工未竣工 /
150 中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东区大鳌溪村 普通商品房 14686 已动工未竣工 9266.01667
151 中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东区大鳌溪村 普通商品房 40405 已动工未竣工 9266.01667
152 中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东区大鳌溪村 普通商品房 29222 已动工未竣工 9266.01667



153 中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东区大鳌溪村 普通商品房 29005 已动工未竣工 9266.01667
154 时代云来（中山市石成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东区三溪村土名“后门山” 普通商品房 39351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55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商住楼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 普通商品房 409.8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56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商住楼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 普通商品房 410.3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57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商住楼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 普通商品房 492.4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58 美兰金邸 中山市黄圃镇团范村 普通商品房 13767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59 广东全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居住项目 港口镇群众社区 普通商品房 28316.8 未动工 /
160 吴铨文居住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文明社区、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9.7 已动工未竣工 /
161 金穗万谷华庭 中山市东凤镇伯公村、安乐村 普通商品房 11471 已动工未竣工 11471
162 中山市宝腾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凤镇伯公村 普通商品房 13362.3 未动工 /
163 御景香江苑 中山市东凤镇伯公村 普通商品房 12195 已动工未竣工 2012.02373
164 星月彩虹花苑（拆迁安置房） 中山市西区彩虹规划区 普通商品房 64857.9 未动工 /
165 富元港景峰 港口镇世纪西路3号 普通商品房 61504.7 已动工未竣工 3364.316
166 盈悦时代公馆（2幢） 金钟村8队“蠔门围” 普通商品房 1436.1 已动工未竣工 1436.1
167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黄圃镇马安村 普通商品房 3751 未动工 /
168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黄圃镇马安村 普通商品房 1021 未动工 /
169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5 已动工未竣工 /
170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12 已动工未竣工 /
171 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5 已动工未竣工 /
172 中山市黄圃镇兆丰村第三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黄圃镇兆丰村 普通商品房 3970 未动工 /
173 中山市黄圃镇大雁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黄圃镇大雁村 普通商品房 6033 已动工未竣工 6033
174 邵金居住项目 板芙镇白溪村，临板芙中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5704.9 已动工未竣工 /
175 中山火炬开发区马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火炬开发区马安村 普通商品房 10744 未动工 /
176 中山火炬开发区马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火炬开发区马安村 普通商品房 12055 已动工未竣工 12055
177 中山火炬开发区马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火炬开发区马安村 普通商品房 7909 已动工未竣工 7909
178 银田豪景花苑 板芙镇湖洲村，临板芙北路、芙中路普通商品房 22065.5 已动工未竣工 22065.5
179 耀华花园 板芙镇白溪村，工业大道以北、板芙中路以西、锦绣路以南普通商品房 34570.1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80 盛世游艇会 中山市神湾镇彩虹路23号 普通商品房 109999.9 已动工未竣工 109999.9 停工
181 盛世游艇会 中山市神湾镇彩虹路23号 普通商品房 138668 已动工未竣工 138668 停工
182 盛世游艇会 中山市神湾镇彩虹路23号 普通商品房 139084 已动工未竣工 139084 停工
183 盛世游艇会 中山市神湾镇彩虹路23号 普通商品房 139000 已动工未竣工 139000 停工
184 利和文华里（中山市长庆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山市东区城桂路侧 普通商品房 4867.5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85 中山市智建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 板芙镇禄围村，临西江 普通商品房 139164.2 未动工 /
186 中山市智建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 板芙镇禄围村，临西江 普通商品房 86666.7 未动工 /
187 江畔豪苑 板芙镇金钟村，临滨江路、锦绣路 普通商品房 52188.9 已动工未竣工 41439.3
188 天奕国际 中山市东区大鳌溪村 普通商品房 14685.8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89 中庄翠庭 中山市西区沙朗金龙工业区 普通商品房 23592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90 中庄翠庭 中山市西区沙朗金龙工业区 普通商品房 11955.7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91 盛世游艇会 中山市神湾镇彩虹路23号 普通商品房 34000 已动工未竣工 34000 停工
192 盈悦时代公馆（1幢）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 普通商品房 1133.3 已动工未竣工 1133.3
193 易华寿居住项目 港口镇石特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24 未动工 /
194 中山市锦绣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朗镇“虎池围” 普通商品房 102742.6 未动工 /
195 小榄泰昌路18号商住项目 中山市小榄镇泰昌路18号 普通商品房 1519.4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196 中山香山华府 中山市黄圃镇兆丰村、三社社区、镇一村普通商品房 62000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97 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朗镇“虎池围” 普通商品房 54102.6 未动工 /
198 鸿福瀚城 南区悦秀街侧二十四米规划路侧 普通商品房 13128.5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199 上乘世纪俊庭 港口镇港福路6号 普通商品房 8384.2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00 誉美花园 中山市小榄镇北区 普通商品房 25566.7 已动工未竣工 25566.7
201 中山市板芙镇平深·朗豪轩小区 中山市板芙镇深湾村宏景一路9号 普通商品房 6384.4 已动工未竣工 653.12
202 佳诚富鸿花园 中山市横栏镇横东、横西村 普通商品房 50666.7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03 冯心贤居住项目 中山市民众镇群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50 已动工未竣工 /
204 盈悦豪庭二期（6-9栋）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临迎宾大道 普通商品房 4189.8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05 领岸花园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普通商品房 106013.1 已动工未竣工 20566.2086
206 碧朗花园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 普通商品房 84369.7 已动工未竣工 15459.1457
207 华怡公馆 暂未申请门牌号 普通商品房 9007 已动工未竣工 9007
208 悦美嘉园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70号 普通商品房 27205.6 已动工未竣工 14661.76
209 碧乡天悦府 三乡镇谷都大道888号之一（旧址：鸦岗村）普通商品房 54633.6 已动工未竣工 10632.4
210 澜山居 三乡镇谷都大道888号之二（旧址：鸦岗村）普通商品房 12997.3 已动工未竣工 118.9
211 中山市大龙嘉盛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紫马岭村 普通商品房 8900 已动工未竣工 8900
212 天銮苑 中山市横栏镇居委会 普通商品房 14688.3 已动工未竣工 123.165
213 世纪荟花园 港口镇民主社区 普通商品房 48326.7 已动工未竣工 19669.87
214 刘艺强居住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豪吐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55.3 未动工 /
215 阮颖敏居住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豪吐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801.5 未动工 /
216 罗李杰居住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豪吐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38.5 已动工未竣工 /
217 香蜜山花园一期1标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依云路1号 普通商品房 117011.7 已动工未竣工 117011.7
218 香蜜山花园一期7标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依云路1号 普通商品房 31824.2 已动工未竣工 31824.2
219 德商樾玺 中山市南区竹秀园 普通商品房 60000 已动工未竣工 23775
220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商住楼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普通商品房 327.6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221 伍会英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0.2 未动工 /
222 郜庆华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31.4 已动工未竣工 /
223 廖浩良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31.7 未动工 /
224 碧港花园 港口镇民主社区 普通商品房 77533.7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25 星尚苑 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 普通商品房 26323.3 已动工未竣工 2009.408
226 方直花园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东镇东二路30号 普通商品房 43709.1 已动工未竣工 22969.27
227 星锦苑 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 普通商品房 10790.4 已动工未竣工 5810.308
228 颐安骊璟公馆 石岐区富康北路西侧 普通商品房 6477.9 已动工未竣工 6477.9
229 中山市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博爱七路 普通商品房 68149 未动工 /
230 朗景花园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湖中路2号 普通商品房 90500.5 已动工未竣工 90500.5
231 天越湾 中山市西区彩虹规划区 普通商品房 59410.9 未动工 /



232 宝嘉誉峰公馆 中山市西区岐港路狮滘口 普通商品房 11581.4 未动工 /
233 中山市宜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新区起步区）西二围普通商品房 57718.8 未动工 /
234 中山市宜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新区起步区）西二围普通商品房 92280.8 未动工 /
235 华发首府 石岐区富康北路西侧 普通商品房 18997.1 未动工 /
236 碧佳悦府 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21367 未动工 /
237 中山市坦洲镇新前进村申堂经济合作社居住项目坦洲镇新前进村 普通商品房 25609 未动工 /
238 梁金玉居住项目 金钟管理区6队31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3.7 已动工未竣工 /
239 苏金水居住项目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工业大道以南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71.5 已动工未竣工 /
240 苏金华居住项目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工业大道以南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00.3 已动工未竣工 /
241 苏金照居住项目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村，工业大道以南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61.7 已动工未竣工 /
242 梁容生居住项目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管理区6队25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9 已动工未竣工 /
243 苏金强居住项目 中山市板芙镇金钟管理区红星队162号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40.2 已动工未竣工 /
244 琪玥花园 中山市三角镇结民村 普通商品房 96666.7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45 和美水畔小区 中山市南头镇北帝村 普通商品房 5458.1 已动工未竣工 196.164
246 潮汇湾名苑 中山市东凤镇小沥村 普通商品房 17808.9 已动工未竣工 106.894286
247 中山市润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黄圃镇马安村 普通商品房 6423 已动工未竣工 954.562857
248 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民委员会居住项目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 普通商品房 4795 已动工未竣工 4795
249 中山市润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 普通商品房 44000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50 岑辉尧、岑盛尧居住项目 港口镇石特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12 已动工未竣工 /
251 岑辉尧、岑盛尧居住项目 港口镇石特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12 已动工未竣工 /
252 李作能居住项目 港口镇石特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427 已动工未竣工 /
253 陈衡居住项目 港口镇石特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65 已动工未竣工 /
254 郑日庭\罗丽英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959.9 未动工 /
255 沙溪象角住宅小区 中山市沙溪镇象角村 普通商品房 15016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56 中山市南朗镇白企村元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南朗镇白企村 普通商品房 22667 已动工未竣工 22666.7
257 中山火炬开发区张家边张四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市域范围 普通商品房 6667 已动工未竣工 6667
258 中山火炬开发区张家边张四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市域范围 普通商品房 14932.2 未动工 /
259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7797.2 未动工 /
260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959.3 未动工 /
261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4031.8 未动工 /
262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5604.5 未动工 /
263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3133.5 未动工 /
264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1507.8 未动工 /
265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4612.1 未动工 /
266 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厚山股份合作经济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中兴村 普通商品房 2448.6 未动工 /
267 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 普通商品房 10452.7 未动工 /
268 中山市港口镇群众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港口镇群众社区 普通商品房 3333.3 未动工 /
269 轻轨拆迁安置 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273.8 已动工未竣工 273.8
270 轻轨拆迁安置 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366.2 已动工未竣工 366.2
271 轻轨拆迁安置 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256 已动工未竣工 256
272 中山市板芙镇深湾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板芙镇深湾村中心街以西 普通商品房 6217.5 未动工 /
273 中山市汇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黄圃镇新沙村 普通商品房 20039.7 未动工 /
274 中山市三角镇结民村商住楼 中山市三角镇结民村 普通商品房 8494.6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275 中山市板芙镇禄围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板芙镇禄围村，临西江 普通商品房 22583.1 未动工 /
276 星月彩虹花苑（拆迁安置房） 中山市西区彩虹规划区 普通商品房 20365.7 未动工 /
277 梁棉昌居住项目 中山市民众镇群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47.2 未动工 /
278 罗加瑜居住项目 中山市民众镇群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47.2 已动工未竣工 /
279 罗照兴居住项目 中山市民众镇群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77.8 已动工未竣工 /
280 碧商花园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普通商品房 36413.6 已动工未竣工 2012.88
281 云慧公馆 石岐区岐环路东侧 普通商品房 6722.7 已动工未竣工 589.132
282 御秀花园一区 中山市古镇镇信腾路 普通商品房 21423.2 已动工未竣工 1290.23929
283 骏珑盛景豪园三期 石岐区翠沙路北侧 普通商品房 2225.4 已动工未竣工 100.728
284 中山恒大御府 中山市黄圃镇镇一村、三社社区 普通商品房 88389.6 已动工未竣工 5654.99
285 云美公馆 石岐区景祥路西侧 普通商品房 10934 已动工未竣工 10934
286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第十二经济合作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普通商品房 1029.8 未动工 /
287 轻轨拆迁安置 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183 已动工未竣工 183
288 中山市南区马岭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南区马岭村 普通商品房 30849 未动工 /
289 中山市黄圃镇团范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黄圃镇团范村 普通商品房 1008.6 未动工 /
290 中山市大涌镇岚田社区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大涌镇岚田社区 普通商品房 1499.3 已动工未竣工 1499.3
291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黄圃镇新地村、文明社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66.8 已动工未竣工 /
292 中山市横栏镇三沙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横栏镇三沙村 普通商品房 13640.6 已动工未竣工 13640.6
293 中山市横栏镇三沙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横栏镇三沙村 普通商品房 6207.2 未动工 /
294 中山市横栏镇三沙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横栏镇三沙村 普通商品房 14712.5 未动工 /
295 旭日锦帆寓商住小区 中山市三角镇结民村 普通商品房 5589.6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296 伍细英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65.3 未动工 /
297 罗豪轩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03.2 已动工未竣工 /
298 华立凯旋花园 中山市黄圃镇镇一村、三社社区 普通商品房 99466.5 已动工未竣工 99466.5
299 华立凯旋花园 中山市黄圃镇镇一村、三社社区 普通商品房 56931.9 已动工未竣工 56931.9
300 大翼御景豪庭 三乡镇大布村 普通商品房 15708.1 已动工未竣工 13367.14
301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三乡镇大布村 普通商品房 9352.5 未动工 /
302 世纪华悦府二期 中山市南头镇滘心村 普通商品房 1541.7 已动工未竣工 1541.7
303 郑坤永居住项目 三乡镇平东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8000 未动工 /
304 中山市东区新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区新安村 普通商品房 34985 未动工 /
305 中山市东区新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区新安村 普通商品房 13118 未动工 /
306 中山市东区新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区新安村 普通商品房 25006 未动工 /
307 中山市东区新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区新安村 普通商品房 14513 未动工 /
308 中山市东区新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中山市东区新安村 普通商品房 29827 未动工 /
309 黎永生居住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新路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26.8 未动工 /
310 黎永生居住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新路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26.7 未动工 /



311 中山市东区新安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居住项目东区新安村 普通商品房 8813.8 未动工 /
312 中山市大龙嘉盛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紫马岭村土名“后塘” 普通商品房 25239.5 已动工未竣工 25239.5
313 利暖彬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95.1 已动工未竣工 /
314 陈浩胜、吴小竹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84.8 已动工未竣工 /
315 刘丽环居住项目 坦洲镇七村村、永二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828.9 未动工 /
316 盛世年华商住小区 坦洲镇十四村(环镇东南路) 普通商品房 21176.8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317 汤干玲住宅楼 中山市沙溪镇新路村 普通商品房 168.7 已动工未竣工 / 已预售
318 吕栋贤、吕栋桥居住项目 中山市沙溪镇新路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14.3 已动工未竣工 /
319 何燕欢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77 已动工未竣工 /
320 麦丽华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41 未动工 /
321 叶进谨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08.5 已动工未竣工 /
322 冯嘉瑜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81.4 未动工 /
323 黄美琴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77.3 未动工 /
324 伍颜英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49.8 已动工未竣工 /
325 杨可海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59.1 未动工 /
326 高一珩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51.9 未动工 /
327 郭细欢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49.4 已动工未竣工 /
328 黄炫豪居住项目 中山市南头镇南城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33.3 已动工未竣工 /
329 映月台 中山市西区彩虹规划区 普通商品房 51678.5 已动工未竣工 38044.9
330 星品苑 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 普通商品房 11028.6 已动工未竣工 371.973333
331 星钻苑 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 普通商品房 34272.1 已动工未竣工 2483.348
332 御海天玺花园 中山市古镇镇古二村 普通商品房 71385.4 已动工未竣工 29926.0767
333 星卓苑 中山市南头镇穗西村 普通商品房 28967.8 已动工未竣工 28967.8
334 中山市东万房地产有限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翠亨新区起步区）马安村普通商品房 77974.2 已动工未竣工 52519.62
335 颐安陶然阁 中山市南头镇北帝村 普通商品房 10638.6 已动工未竣工 10638.6
336 融汇天际华府 中山市南头镇将军村 普通商品房 11407.2 已动工未竣工 11407.2
337 颐安熙园 中山市西区升华路侧 普通商品房 23812.6 已动工未竣工 0 已预售
338 深圳市颐盛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博爱七路 普通商品房 9961.4 未动工 /
339 雅居乐古镇商住小区 中山市古镇镇文华路 普通商品房 26799.4 未动工 /
340 和筑天汇花园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新区起步区）西三围普通商品房 83597.4 未动工 /
341 广西北海中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新区起步区）西四围普通商品房 245525.6 未动工 /
342 黄圃镇安置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温故街5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4 未动工 /
343 中山市圣氏佳元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民众镇浪网村 普通商品房 765.1 未动工 /
344 龙光天韵花园 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普通商品房 26037.9 已动工未竣工 1023.04
345 黄圃镇安置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温故街1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8 未动工 /
346 梁冠强住宅楼 中山市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8 已动工未竣工 /
347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67 未动工 /
348 黄圃镇安置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温故街6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9 未动工 /
349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36 未动工 /
350 黄圃镇安置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温故街2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52 未动工 /
351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37 未动工 /
352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35 未动工 /
353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大雁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15 未动工 /
354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大雁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66 未动工 /
355 黄圃镇安置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圃安街2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6 未动工 /
356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大雁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7 未动工 /
357 黄圃镇安置项目 中山市黄圃镇圃安街1号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66.8 未动工 /
358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大雁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3 未动工 /
359 民众镇安置项目 民众镇浪网行政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60.4 未动工 /
360 阜沙镇大有村保障性住宅项目 阜沙镇大有村 普通商品房 3353 已动工未竣工 3353
361 民众镇安置项目 民众镇浪网行政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17.4 未动工 /
362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68 未动工 /
363 民众镇安置项目 民众镇浪网行政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18.6 未动工 /
364 民众镇安置项目 民众镇浪网行政区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309.2 未动工 /
365 黄圃镇安置项目 黄圃镇大雁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8 未动工 /
366 悦珑湾花园 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新区起步区）西二围普通商品房 103140.7 未动工 /
367 中山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居住项目中山市南头北帝村 普通商品房 30617.2 未动工 /
368 卢国林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43 未动工 /
369 郑伟灵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3 未动工 /
370 练文进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46 未动工 /
371 练文进居住项目 坦洲镇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35.7 未动工 /
372 练伟明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77 未动工 /
373 练文开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16 未动工 /
374 甘观友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0 未动工 /
375 卢爱权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0 未动工 /
376 甘观仁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0 已动工未竣工 /
377 陈银娥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400 已动工未竣工 /
378 钟雄艺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41.8 已动工未竣工 /
379 钟雄艺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58.2 已动工未竣工 /
380 练顺和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0 已动工未竣工 /
381 甘沛华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0 已动工未竣工 /
382 钟军雄居住项目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400 未动工 /
383 尤应枝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84 李忠开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85 黄杞标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86 萧兆科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87 陈灼南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0.6 未动工 /
388 陈能伯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89 李炳开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90 方兆垣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91 黄注标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92 何志汗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93 周培兴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94 尤浩枝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24 未动工 /
395 陈本开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49.7 未动工 /
396 梁窝珍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4.2 未动工 /
397 黄纯标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398 翁泽文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28 未动工 /
399 陈应南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1.3 未动工 /
400 邹培添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9.7 未动工 /
401 尤和枝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4 未动工 /
402 侯垣兴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4 未动工 /
403 黄伦光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5.3 未动工 /
404 李盛开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05 谭教来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06 侯鉴祥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3 未动工 /
407 邹康柏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13.7 未动工 /
408 尤淦枝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10 未动工 /
409 陈实南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29.2 未动工 /
410 周赞兴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32.3 未动工 /
411 何正辉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12 萧同科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13 侯锦祥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6.8 未动工 /
414 周再兴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15 坦洲镇新前进村住宅楼 坦洲镇新前进村 普通商品房 120 未动工 /
416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住宅楼 坦洲镇新前进村月环 普通商品房 120 未动工 /
417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6.3 未动工 /
418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19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3.1 未动工 /
420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21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99 未动工 /
422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23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24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25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26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49.4 未动工 /
427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3.2 未动工 /
428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29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22.6 未动工 /
430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31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7 未动工 /
432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1.4 未动工 /
433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20 未动工 /
434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07.3 未动工 /
435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36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37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38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2.7 未动工 /
439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80 未动工 /
440 天乙拆迁安置项目 中山市东凤镇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294.6 未动工 /
441 谭翠英居住项目 黄圃镇新地村 个人自建自住用房 148.5 未动工 /
442 中山欢乐海岸项目 石岐区岐港公路，北外环南侧 普通商品房 297312 未动工 /
443 翠福路拆迁安置项目 南朗镇南朗村 普通商品房 673.4 未动工 /
444 中山市旭富投资有限公司居住项目 中山市东区濠江西路北侧 普通商品房 258064.4 未动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