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甫一进入一环与人民北路交会处，金牛万达建筑群就以磅礴之势出现

在记者眼前，天梭、摩凡陀、Z A R A �H O M E、星巴克等品牌橱窗不断在面

前闪过，一头昂首阔步、高达近十米的金牛跃然眼前。

位于金牛区的万达广场将金牛区最具标志性的金牛作为了广场

最主要雕塑，同时，广场内还将最具四川特色的熊猫元素引入，多组

憨态可掬、穿着中国服装的熊猫雕塑分布在商场外，便于消费者拍

照，甚至还可供消费者休憩。遍植芙蓉花使成都有了“蓉城”的美

誉，金牛万达广场将再现“四十里为锦绣”、“花重锦官城”的美

景，同时，银杏作为成都市树也在广场内得以体现。“取其形体

现传统，又不破坏整体设计风格，以展示出不一样的万达广

场。”金牛万达相关负责人透露，万达广场在全国每一个城

市的设计都会考虑到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风格。

金牛万达有四层的室内步行街，极为开阔，1~3楼以

服装、 生活精品为主，4层以餐饮主题为主。400米的步

行街，用3个大小不一的大厅连接。最小的是钻石厅，

这里设有广场的总服务台，提供咨询、便民服务，3

层楼的LED 屏幕环绕在四周，既可作活动播报，也

可作品牌展示。另外的两个厅可用霸气形容，平

时这里不仅可当做商品展示、 发布会舞台，甚

至还可以举行小型演唱会。 由于采用了天顶

漏光式设计， 自然光可以充分照射入广场

内，即使在冬日也可以感受到那份温暖。

万达广场在设计上强调 “一店一

色”。许多购物中心过于注重整体性，

而忽略了品牌的个性。 金牛万达广

场打破常规，给品牌更多的发挥空

间。广场参与到品牌的门楣、装修

设计中， 使得在发挥商家个性

的同时，又与广场的整体性非

常协调。 成都商报记者在一

家名为“台湾水研社”的甜

品店看到，画师正在对墙

上的绘画作品做最后的

修饰，“文、台、庙、社”

等文化元素在橱窗

得以展现， 店内的

甜品新潮又健

康。其负责人介

绍，甜品店皆

选用来自中

国台湾的

原材料。

城北商业刚需22日亮相引人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提前体验揭秘

美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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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九方购物中心blt精品超市开业。这是华润万家旗下blt精品

超市在成都开出的首家门店。和ole同出一脉的blt，进口商品比例达到60% 。

blt精品超市以中高端消费群为目标客户， 主要集中在有一定经济收入、

追求健康高品质生活、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都市白领。超市门店面积约

5000平方米，经营15000余种商品。店内搜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商

品，其中高端的生活用品、精致的佳肴、上等的美酒、美味甜点、高级

巧克力、西式美食、优质咖啡和新鲜的食材等都是其一大亮点。步入

其中，精致的陈列和独特的设计营造出时尚高端的购物氛围。据介

绍，blt精品超市的店内设计别树一帜的原因是因为出自名家之手，

采用优雅的灰色与鲜活的绿进行搭配， 又让年轻多了些神秘

的时尚感。

据九方购物中心透露，除了blt精品超市的亮相外，12月这

里还将陆续迎来服饰、 餐饮以及健身中心等多业态的品牌登

场。意大利著名设计师罗伯特卡沃利（R oberto�cavalli）专为

年轻人创立的世界知名服装品牌JU ST �C A V A LLi； 创立于

1998年， 同时提供男装与女装产品的C LA SS�R oberto�

C avalli将提升这里的时尚指数。锦食汇美食广场将丰富美

食之选，主要以美食广场为核心覆盖餐饮，规划设计独

具特色，装修别具风格，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这里汇

聚精美食物，经营品种上绝不是千篇一律，在每个档

口力求做出本地的特色， 根据成都人的饮食习惯来

选择经营品种，用餐形式随意且气氛热烈，不仅可

以满足众多时尚男女、公司白领用餐的需求，更避

免了餐饮行业“众口难调”的尴尬。”H O T .17国

际健身则带来提案，H O T .17国际健身美容会所

集美容、 中医康复为一体的国际时尚健身会

所，定位高端，位于九方购物中心4楼，会所硬

件配套具备国际一流标准， 并引进氧吧富氧

设备和采用国际专业器械设备。

成都商报记者 彭运

九方购物中心

开出成都首家

“依托‘北改’，推进城北城市形态、业

态、文态、生态四合一，金牛万达将加速城北

商业升级换代，提升城市商圈繁荣。”成都金

牛万达广场在诞生之初就雄心壮志。 带着这

样的理想，近110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约50

万平方米商业中心、500余国内外知名品牌、

5大国际快时尚、4400个停车位的金牛万达

的A+级店铺即将于本周六正式亮相成都北

一环。目前进展情况如何呢？12月18日，成都

商报记者提前进入金牛万达广场，通过4小时

的亲身体验，以飨读者。

4小时感受

金牛万达

金牛万达广场还不断尝试着新的业

态，譬如i�cooking�D IY 。

李林是多家餐厅的董事长， 当他在香

港、东京、上海多个城市看到自助式烹调风

靡，也萌发了将其带到成都的想法，也就诞

生了“i�cooking�D IY”。据了解，i�cooking�

D IY有别于一般的厨师培训， 主要针对家

庭主妇、情侣、儿童。教学的老师都是来自

于五星级酒店的大厨、香港甜品的名师，让

现场参与者可以学习制作蛋糕、 饼干、甜

品、川粤点心、西餐等。i�

cooking�D IY 会有专门的课

程表，一堂课可供12个人互动，做

好之后就可带回家供家人一起享用。

据了解， 店内还提供课程内所需的原材料

贩卖，让学员回家也可亲自烹调。店内也计

划提供PA R T Y服务，让你可以呼朋唤友一

起体验， 并且还有高清摄像机记录欢乐时

光。

成都商报记者 梁峰 摄影 陶轲

在金牛万达广场，你会产生强烈的消费欲望，这

些品牌是你之前熟知的或是陌生的。

这里有很多值得一逛的理由， 有最全的五大快

时尚品牌，有万达IM A X 影城、大歌星K T V 、大玩家

超乐场，有红杏酒家、锦星苑会馆等四十余家餐饮，

华润V +超市、特力和乐、M U JI、Z A R A �H O M E等温

馨家居生活馆，还有充满个性化的设计师品牌。

首次亮相成都的“华润万家V +城市超市”是隶

属于华润万家的高端品牌，重点经营生鲜、食品、个

人护理三大品类并辅以现代生活的家居用品、 生活

电器等品类，以优选、健康、有机商品、场景式陈列、

贴心服务， 成为都市中高收入阶层提升日常生活品

质的消费首选场所。V +注重“质量、品牌、功能、高性

价比”的商品组合，通过欧式的温馨卖场设计、情景

式的商品展示和细致贴心的服务配套，经营近20000

种丰富的商品， 以满足商圈内消费者对快消品的主

要诉求。

热风、H & M 、 大歌星等不少品牌都以全新形象

出现在这里。H & M 一改以往的沉重感， 货柜以木纹

色主打，陈列也更为简约。大歌星K T V充满了后现

代感，超市部分强调梦幻感，天花板挂满了错落有致

的蓝色、白色球形灯泡。通往包房的过道，以黑色、银

色元素主打，玻璃幕墙用几何结构、文字装饰点缀。

68个大小不一的包间可满足不同聚会的需求， 包间

一改以往矮桌的设计，同时，还增加了复古麦克风，

给消费者有了“大歌星”的感觉。最值得称道的是其

总统套房，套房面积大、音响一流、装修奢华，套房面

积有117平方米，采用法国LA音响设备，仅音响价值

就有150万，包房内配有单独的调音室，调音师时刻

为客人工作，以求让每首歌都能有最佳音响效果，客

人只需要用配备的iPad进行点歌， 不需要到专门的

地方点歌，套房内还贴心地设计了休息室。

FO O T M A R K 、SH O E�M A R K ER 都是多品牌潮

流店，SH O E�M A R K ER 多品牌潮流鞋店是首次进

入成都， 除了独家引进多个潮流品牌， 如BO BBIE�

BU R N S，还有多个品牌的限量版，这也是一家适合

小朋友、情侣、老年人的潮流品牌店哦。

金牛万达广场还首次引入了多个设计师品牌店。

充满时光流逝之感的木椅、 仿车站月台的指针时钟、

具有历史味的英式电话……J.D .V残旧带点古旧店面

陈列让其格外耀眼，店员介绍这是一家利用家具摆设

带出英式工业风格，以男性工业为主的男装店，老板、

店员都是产品画册的模特， 让商品得以充分展示。另

外一家女装店V IV A�H EA R T走的也是复古路线，摄

影师出身的老板亲自参与店面的陈列， 老式的钢琴、

鸟笼、旅行箱、干花不经意地出现在店的不同位置。

设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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