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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8岁的邹先生是保利公园198全新刚

需组团紫荆花语客户群体的一个典型代

表，花了一年时间看房子，被卡在总价上。

“因为没有车，所以想住的地方离单位近一

些， 看着建设路的房价从5000多涨到9000

多， 城北驷马桥附近从4000多涨到接近

8000，买不起”，邹先生感叹没早点存够首

付款：“现在建设路周边一套80多㎡的两房

需要80万， 向父母亲亲戚借够40多万把首

付支付了， 贷款 20年， 每个月还要还

2600- 2900元，压力太大！”

保利公园198·紫荆花语让这一群被房

子搞大脑袋的年轻人一下子感觉松了梆，

一位置业顾问给邹先生算了一笔账：“如果

首付3成即12万多，20年的贷款每月月供

1800- 2200多，仅首付这一块就比在建设路

买房少了30万！”邹先生心头一喜，少30多

万还款， 还能挤几万块钱出来参加目前大

行其道的购车活动，无息贷款个小车。房、

车一步到位，直接买套小三房，生活品质提

升一大截。

让邹先生憧憬的是， 以后每年的亚洲青

年歌场、热波音乐节，都在家门口举行，这

在朋友圈里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节假日

和朋友聚会， 除了建设路的店还能在保利

皇冠假日酒店订餐，这也很给力。这种生活

状态是他以前从未奢想的。

保利地产相关负责人透露， 紫荆花语

锁定的主流人群就是小邹这种， 不愿意当

啃老族，但个人支付房款压力太大，对生活

品质要求又很高的购房者。

成都保利爱国主义教育暨国防兵器

展的影响力， 必不输于当年保利进军成

都时举办的圆明园国宝展、 热波音乐节

等大活动！这是在新闻发布会时，现场媒

体的感叹。

果然，12月15日当天在保利城项目

拉开帷幕的“成都保利爱国主义教育暨

国防兵器展”就迎来了超过3万名游客，

第一个周末两天时间到访游客破7万，

成为成都大型营销活动中人气最旺的

一次。现场，成都市民在从未有过的国

防展上看到维和部队使用的新型装甲

车、被网友热议的变形金刚擎天柱版防

地雷反伏击车，“辽宁” 号航母舰队等

等数十件军事实物及高仿模型，大开眼

界。现场更有激光坦克对战、军事C O S-

PLA Y 、小小国防讲解员、小战士军姿大

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特别是现场的装

甲车试乘环节，让幸运市民一睹庞然大

物的内部结构，大呼过瘾。

活动另一个亮点，是从150名小朋

友中脱颖而出的 10名小小国防讲解

员， 他们对10件战车进行的流畅生动

的介绍，受到大家一致好评。据工作人

员透露，截至周日下午，国防展征文活

动两天接稿100余篇， 绘画作品40余

幅， 广泛掀起了一场全民爱国主义教

育的热潮。

一位资深活动策划界人士到现场

后，被人山人海的场面震住，感叹：“把一

场营销活动， 真正做成一个具有城市影

响力的公众活动，只有保利做到了，而且

保利的资源之丰富、实力之雄厚，让人始

料未及。”

保利地产从来都不畏惧

在一个全新的版图， 书写一

段极具气度的楼市征途。即

使深知区域内高手如云荆棘

密布，即使左右手互相搏击。

5

年时间，成都保利进军任何

一个全新区域都足以让全城

观瞻，因为“保利”两个字的

出现， 一定会在短时间内造

成翻天覆地的影响， 形成新

的焦点。

城北， 继

6500

亩保利公

园

198

成为城市级活动的频

发地之后，

12

月

15

日开幕两

天就吸引了

7

万人到访的“成

都保利爱国主义教育暨国防

兵器展”，让千亩大盘保利城

再次成为市民茶余饭后提及

的地名。今年，保利在城北布

下的第二颗重磅旗子———保

利城事件不断， 从暑期少儿

才艺培训班到母其弥雅引领

的千人瑜伽， 从健康广场舞

大赛、 四川小记者暑期夏令

营会师大会再到全城轰动的

爱国主义教育暨国防兵器

展。保利地产把“保利城”打

造成为城北中央新中心的承

诺， 在一次次升级版城市级

文化活动中兑现。

对于业界而言， 更为关

心的保利城的销售表现更是

可圈可点。已完成

12

亿销售

金额的保利城无可争议成为

城北楼市单盘销冠， 让人应

接不睱的推新货、 开盘、热

销，成为项目常态。据了解本

周末，保利城年底收官大作，

2

期唯一的跃层 单位 将 开

盘，被抢购已无悬念。

销售信息：保利城

2

期中庭楼王

12

月

22

日年底压轴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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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跃

层，坐北朝南，客厅主卧均带超大观景

阳台，观景面无任何遮挡，总价仅

100

万左右。另外，楼王单位

116-137

㎡大

平层， 每户均带独立入户花园， 主卧

270

度全景飘窗，总价仅

70

余万，城北

置业首选。

保利地产在城北的两个项目保利公

园198、保利城，都已经有这样的功能———

成为区域地名、 成为区域文化活动中心、

成为片区的生活坐标原点！

因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地处成都北三

环的保利城今年频繁推盘， 屡开盘必热

销。据了解，目前保利城已经创造了单盘

12亿的销售金额， 这在城北是不可思议

的，彻底颠覆了城北楼盘只靠地缘性客户

消化、价格始终上不去的定律。对于保利

城而言，不愁无客户只愁房源不足。

从一环路上北新干线到保利城，10分

钟的车程，让孩子在7所学校中选择，高标

准解决0- 18岁的全程教育需求，27万平方

米相当于两个万达·锦华城的完善生活配

套和城市罕见的优越自然生态环境！在这

样的诱惑力大盘面前，即使每平方米需要

多支付1000元， 也不会让购房者犹豫。因

为保利的理念在于，一定会让你比购买周

边普通项目多付的钱，翻倍地回馈于你入

住后的优质生活，解决从小孩到老人可能

遇到的一切生活、教育问题。

所以，保利城即将在12月22日推出的

收官大作， 项目整个2期唯一跃层和大平

层产品 ，注定会受到购房者的热烈追捧。

新货全南北朝向、客厅主卧的超大观景阳

台、无限楼间距无遮挡观景视野，让簇拥

者无数。

“今年，热销、抢购已可以归纳保利城

在销售业绩上的表现”，一位业内人士说：

“保利城这个项目无疑已经是保利地产在

成都城北打造的”城北中央生活区“，”北

改“在路网交通、城市规划、宜商宜居等方

面的利好及成都北部人居生活品质的不

断攀升都因此项目的大盘运作逐步实现。

这样一个城市级文化活动层出不穷的”北

城文化公共目的地“，对生活品质有极高

追求而又追求务实价格的购房者而言，显

然毫无抵御能力。”

（李姝）

成都保利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保

利地产之前在成都运作的多个大型活

动如 “圆明园国宝展”、“保利春拍巡

展”、“保利青铜器国宝展”、“热波音

乐节”、“王力宏演唱会”、“保利风筝

节”等经验，本次“成都保利爱国主义

教育暨国防兵器展”预计总来访量将超

过20万人次。

这意味着，仅今年12月份，全城将有

超过20万人到访保利城！除了具有“亚洲

青年歌场”之称的保利·公园198，成都楼

市其他楼盘的活动号召力很难与之抗衡。

细数保利城年内举办的大型活动，从1600

名成都少儿积极参与的暑期少儿才艺培

训班、“亚洲瑜伽女神” 母其弥雅引领的

保利金秋千人瑜伽、全城50个广场舞团火

热PK的2012蓉城健康广场舞大赛、四川小

记者暑期夏令营会师大会到12月15日开

幕的“成都保利爱国主义教育暨国防兵器

展”……保利城的每一个活动，都立足于

城北中央新中心，磁力却辐射全城，做到

了成功改变成都人低估城北的习惯，让他

们坚定地一路向北挺进。

对于抗拒城北多年的成都人来讲，一

家企业，只用了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改变

城市居民多年的生活习惯，消除掉一个区

域的抗性， 在成都楼市历史上都堪称奇

迹。但，保利真的做到了。据了解，此次的

国防兵器展还将高潮迭起，“父爱如

山———金苹果幼儿园国防教育专场”、

“红军学校国防主题班会”、“高校国防生

对战PK大赛”、“抗战老兵聚首保利城国

防展”、“专业英语机构双语国防教育”等

诸多国防活动会在保利城陆续展开，让这

里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热土与一个

真正的“教育之城”。

国防展开幕两天，

7万人惊动城北

一年接待20余万人，

保利城磁力强劲

城北销售冠军，

年终收官大作清盘成定局

40余万买三房

享青年高尚主场保利公园198百亿配套

明年 2月蜀龙路五期通车，建设路 15分钟对接保利公园 198

传媒界工作的邹先生为

了一套婚房几乎转遍全城 ，

上周末听闻

6500

亩的保利公

园

198

首次推出刚需产品组

团紫荆花语， 赶忙跑到销售

中心。“对保利公园

198

非常

熟悉，每年的热波音乐节、今

年的王力宏演唱会都是朋友

聚会的首选， 可是之前的房

子面积大总价高， 想都没敢

想”，邹先生在售楼部呆了

30

分钟已经决定拿下一套：“没

想到真能在这里住下 ，

40

多

万就把房子问题解决了 ，还

是套三， 以后请朋友到家门

口来看演唱会，太牛了！”

短短一个星期，业界之前

对保利公园

198

首次推出刚

需小三房的种种质疑，被络绎

不绝的到访者和盛赞轻松击

碎。保利公园

198

持续不断的

活动对年轻人形成的强劲吸

引力，以及蜀龙路五期打通的

利好，让年轻人无法抗拒这个

活力社区。

15

分钟车程，一端

是东郊记忆 、

7

大五星级酒

店、 万象城等城市繁华生活

圈，另一端是保利地产

5

年时

间投资百亿打造的高端生活

场和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音乐

文化场 。

40

余万就能买下小

三房，居住在成都最优质的自

然生态环境中 ， 保利公园

198

·紫荆花语打动的不仅是

激情四射的年轻人，希望和儿

女共住一个小区的中老年夫

妇也被锁定。

十万人到访，

本周末热销明星锁定

“成都保利爱国主义教育暨国防兵器展”火爆开幕，一周已接待十万人参观

保利城

短短一周时间的接待过程中，保利公

园198的置业顾问还有一个明显感觉，除

年轻人外，不少中老年夫妇也非常喜欢紫

荆花语。“很多中老年夫妇的想法是和儿

女住在一起，城里面买两套房200万，这里

两套房100万，相互间有个照应，如果有了

孙儿孙女还能帮忙带带”。一位置业顾问

说：“一碗汤的距离在年轻夫妇间很流

行，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分开住，又在一个

小区内，互不影响，真有什么事，几分钟就

过去了。”

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小区附近必须有

菜市场，有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类小商铺，

有活动空间比如慢跑道网球场打拳的广场

等，在保利公园198他们想要的全部都有。5

年时间内， 保利地产还为即将生活于此的

人们配置了金苹果森林旗舰幼儿园、2座国

际休闲运动公园、1座亚洲青年歌场、 一座

五星级酒店， 未来小区内还有一个城北的

高端Shoppingm all、大型菜市场等。

60岁的王女士说：“在小区里逛逛公

园骑个车，交交朋友打打球，天然氧吧里

一天时间很快就过了。儿女下班晚上回来

吃完饭楼下散个步，很舒服。”不过她考

虑最多的还是未来带小孙子，让孩子从小

在一个开放的优质自然环境中长大非常

重要，不出社区也少了几分安全隐患。

还有一个观点，“购房者可能只看得

到保利公园198新组团紫荆花语的居住价

值， 业界却懂这个产品的升值空间”。一

位业内人士说：“一个优质的大社区，价

值急剧爆发的节点一定是在各项配套呈

现之后，紫荆花语出现前，保利公园198的

配套已经全部建成并启用，只待蜀龙路五

期正式通车，这个事件将有点燃烟花引线

的作用，让外界突然感受到一个拥有城市

级百亿配套社区的价值与魅力。所以从价

格来看，目前正是低点杀入紫荆花语的最

佳时间。”

（李姝）

“鱼和熊掌无法兼得”，这句话被保

利地产用5年时间攻破。 楼市多年来形成

一条定律：要享受繁华的城市配套就不得

不放弃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低密度容积率。

于是离不开城市的人们，不得不被封锁于

钢筋水泥中，被污浊的空气和灰蒙蒙的天

空压制。

保利公园198让年轻人看到成都保利

倡导的全新居住理念。 对活力四射的年轻

群体，保利考虑周到。上到父母，下到小孩

在社区玩乐、上学一体化解决，让年轻人没

有后顾之忧。 而他们自身所需的动态生

活———社交活动、音乐盛事、体育赛事同样

在社区上演。 动静兼宜的保利公园198在5

年的经营中，早就对青年群体形成磁场，只

是迟迟没有推出最适合他们需求符合他们

经济条件的产品而已。

事实证明， 保利公园198在5年的运营

中，已经奠定了项目强劲的青年置业基础，

整个社区彰显出巨大的活力， 早已经成为

年轻人每年狂欢、释放音乐热情的主战场。

只是等到现在， 才是保利认为的最适合青

年人入住的时间。“他们不只需要完善的生

活配套，还需要有年轻人的活动、社交圈，

也要有事业成长期的商务办公空间， 所以

这里有音乐节、有五星级酒店、有集中式商

业”，保利地产相关负责人说。同样，离不开

城市的他们， 只需要15分钟就能直抵繁华

城市最中心， 没多少年轻人可以抵御保利

公园198的魅力。

结婚非但不啃老，房车还一步到位

建设路15分钟直达保利·紫荆花语，多享百亿高端配套

一碗汤的距离，让三代和谐共处

咨询热线：

85516000

保利公园

198

实景图

保利城国防展倍受成都市民热捧

咨询热线：

（028）88878080

效果图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已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