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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12月16日， 仁恒滨河湾国际家园

正式开盘。截止当晚，以3.5个亿的销售

额首发告捷。

当日，来自美国、罗马尼亚、新加

坡、韩国、马来西亚、中国港澳台地区、

上海、 深圳等地人士以及成都高端人

士聚集一处， 为自己和家人在滨河湾

选了一个心仪的家。其中，一些来自上

海、南京、深圳等地的仁恒老业主专程

飞赴前来， 有的甚至来不及看样板区

就开始选房， 把对仁恒一如既往的熟

悉和信任带到成都。

仁恒滨河湾国际家园自项目定位

之初，就始终坚持“献给胸怀世界的成

都人和喜欢成都的世界人”。 不论是低

密的规划布局（

如

3.28

的容积率、

16.6%

的建筑密度和最大

340

米的楼间距

），还

是舒适的生活空间（

如

3.3

米室内层高、

5.4

米车库层高等

），都出于对于“国际

化居家生活”的认真考量。与此同时，包

括高端商业、国际教育与医疗、400亩塔

子山森林公园等在内的三大生活配套，

也满足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舒居需求。

开盘当日，仁恒滨河湾还迎来了

两位国际合作伙伴———成都国际妇女

俱乐部及麦克斯林， 并在现场举行了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据悉，此次

合作关系建立之后， 仁恒滨河湾的业

主均可享受两家国际机构提供的国际

化服务及生活体验。

（陈柏喜）

2012年12月13日， 由四川省上海商

会、四川省浙江商会、四川省重庆商会共

同发起的“诚信自律 合作共赢”四川省

级异地商会秘书长联席会议在成都“绿

地·锦天府”召开。会议签署了《四川省

级异地商会战略合作联盟协议书》。

四川省上海商会会长、 绿地集团

西南房地产事业部董事长、 总经理孙

志文表示， 为进一步推进四川省级异

地商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提升社会

公信力，由四川省重庆商会、四川省浙

江商会、 四川省上海商会在省级异地

商会秘书长联席会议上共同发起了

“维护商会形象、加强商会自律、打造

商会品牌”的倡议，得到了二十多家省

级异地在川商会的支持和认可， 本次

《四川省级异地商会战略合作联盟协

议》的签署，进一步体现了在川省级异

地商会“诚信自律、合作共赢”真诚期

望，为共同创建一流商会、促进社会和

谐与稳定、为“两地”经济社会的建设

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

（刘瑞国）

本月， 北京一起救护车因社会车

辆造堵导致病人无法及时抢救的事件

引起社会重大关注。12日，成都商报联

合成都市急救中心发出倡议，发起“为

救护车让行，为生命让道”专题的深度

报道，同时倡导社会各界对成都市300

台120救护车捐赠行车记录仪，以确保

120车辆的顺畅行驶。蓝光地产在得知

此事后第一时间展开行动， 无偿为成

都市120急救中心捐赠300套行车记录

仪，首批捐赠已经到位。

蓝光地产作为一家有强烈责任

感的品牌企业， 致力于助学公益事

业建设20余年， 累计捐资捐物价值

近2亿元。14日， 蓝光地产营销策划

中心副总经理戴继英代表蓝光，向

成都市120急救中心捐赠了第一批

“行车记录仪”，第一批救护车将现

场安装行车记录仪并立刻投入使

用。

（李杨）

明日， 峨眉半山七里坪国际旅游

度假区冰雪温泉嘉年华即将盛大启

幕， 并将一直持续到来年的1月20日，

整个冬季每个周末都会根据时令气节

推出不同的山地游园会和不同主题的

温泉party，冬至烤全羊、温泉运动秀、

冰雪雕刻秀等， 带给游客们的将是一

场感官上的盛大飨宴。

据悉， 此次冰雪温泉养生嘉年华

已经是峨眉半山七里坪国际旅游度假

区举办的第三届了， 除了雪地运动会

和养生温泉浴， 这次的活动还为游客

们准备了许多惊喜连连的游园活动。

（熊沙杉）

“太古地产成都大慈寺商业项目推进

顺利， 目前包括古奇 （G U C C I）、 爱马仕

（H erm es）、 卡地亚 （C artier）、 纪梵希

（G ivenchy）等国际大牌将入驻，成都大慈

寺商业综合体档次甚至比太古地产在北京

三里屯开发的地标商业三里屯V ILLA G E还

要高。”白德利说。至于当前内地商业地产

市场竞争激烈的局面，白德利表示潜在的商

业需求内地城市依然很旺盛，太古地产会将

更多香港成熟的商业运营理念带到成都，并

有信心做得最好。

国际品牌将云集大慈寺商业项目

因为独一无二的大慈寺地理位置，再

加上远洋地产、太古地产两大重量级开发背

景，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是成都近年来最

为重要、市场关注度也最高的商业地产项目

之一。但整个项目在今年夏天高调亮相之后

又重新恢复沉寂， 除了写字楼已经确定叫

“睿东中心”外，截至目前，整个综合体都还

没有最后命名，从2010年筹建至今两年多时

间，外界甚至还一度传出项目招商失利的传

闻。

“我们的开发和招商进展都相当顺

利，目前古奇、爱马仕、卡地亚、纪梵希这样

的国际一线品牌已经确定将会进驻大慈寺

项目，另外类似于近年来备受好莱坞明星喜

爱的品牌Jim m y�C hoo也将首次亮相成都，

不少国际商业品牌都是首次在成都甚至是

西部城市开店。”白德利的回答完全解除了

外界对大慈寺项目的疑问。

据悉， 成都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建

筑规模超过25万平方米，落成后综合体将由

一个超过300家零售及餐饮店铺的购物中

心、 一家由太古酒店经营管理并拥有100间

客房的都会风尚酒店、酒店式住宅，以及一

座国际甲级办公楼“睿东中心”三大部分组

成，预计于2014年起分阶段开业。

“档次将超北京三里屯VILLAGE”

北京三里屯恐怕是外地人到北京必逛

的地点，太古地产在此开发的开放式商业购

物中心三里屯V ILLA G E是北京近年来最成

功的商业项目之一，这里有阿迪达斯全球最

大旗舰店、 有苹果中国境内的首家直营店、

有最潮的国际一流品牌店。“按照目前的规

划，成都大慈寺项目的商业档次将超过三里

屯。”白德利说。

以稳健著称的太古地产目前在内地城

市只在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从事商业

项目开发，成都是太古地产进入内地的第四

座城市，也是唯一一个内陆城市。

至于成都城市综合体“遍地开花”的激

烈竞争环境， 白德利表示并不惧怕。“目前

内地城市的高端消费需求仍然很旺盛，只是

看你如何去应对和满足，太古地产有着40年

商业成功开发运营经验，市场竞争越激烈越

是体现太古地产的价值。”

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成功开发香港首

个城市综合体———太古广场，在长达20多年

时间里，它一直是内地同行考察香港地区商

业的经典案例，迄今为止太古广场依旧是香

港地区最成功、商气人气最旺的商业商务中

心， 另外太古在香港地区开发的太古城中

心、东荟城等也都是极为成功的商业。

强强联手，合作开发模式不会变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白德利多次提到对

当地市场的 “学习”。“前十年都可以看做

是对内地城市、当地文化的学习，毕竟内地

环境和海外市场完全不同，之前我们也经历

了不少曲折，这令太古地产在内地的发展显

得较为缓慢。”白德利表示，如今与远洋地

产的合作就可以把国际和本地最好的内容

和经验带到不同的城市。

远洋地产有很好的本地优势，有在内地

不同城市工程与开发经验，而且对内地所有

流程都非常熟悉，而太古地产在香港做了大

量成功的商业项目，具备深厚独到的零售项

目设计经验，并与大量国际商业品牌保持长

期良好合作，可以把好的国际品牌、国际商

业运营理念引入内地城市。

北京颐堤港是太古地产在国内开发时

间最短、最快落成开业的项目，其合作方正

是远洋地产。白德利表示，有了北京颐堤港

的成功合作，相信成都项目的合作会更加顺

利和成功。

太古地产提速内地市场

从最初拿地到现在，历时十年太古上海

大中里项目今年终于开工，加上此前已经启

动的成都大慈寺项目，目前太古地产在内地

四大城市只拥有五个商业项目，其中成都和

上海项目还是今年才全面动工。与内地城市

综合体的“大干快上”相比，商业地产开发

运营最资深的太古地产无疑是 “慢动作”，

外界也难免将万达的“快”和太古的“慢”

加以比较。

白德利并不想对所谓的太古模式、万达

模式进行简单比较，“万达的商业地产开发

和运营也是非常成功，但万达和太古完全是

两种模式， 而且在商业定位上也完全不同，

不能简单比较。”白德利强调太古在商业地

产的开发和运营更立足于城市塔尖消费群

体， 定位上更强调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结

合。 目前太古在内地城市每一个项目的风

格、定位、建筑、文化等都完全不同，太古商

业模式更加注重运营、提升、更新，持续的运

营打造是提升商业开发价值的另一种方式。

除了在中国，目前太古还在英国、美国

等从事商业项目开发运营，目前中国内地市

场占到太古地产商业地产业务总量的1/3。

白德利透露，太古在内地正式投入运营的第

一个项目北京三里屯V ILLA G E至今只有4年

时间，在如此短时间取得“三分之一”的成

绩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太古地产的战

略将进一步瞄准内地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太古地产(中国)行政总裁白德利

太古成都项目

档次将超北京三里屯

12月8日， 没想到香港

也这么冷， 路上已经有人穿

羽绒了。 据说那是香港全年

唯一穿得上羽绒服的一个礼

拜。 太古地产热烈的欢庆氛

围和当地天气形成强烈反

差， 成都商报作为西部地区

唯一获邀媒体参加香港太古

地产40周年庆典。 借此机

会，本报特别对太古地产(中

国) 行政总裁白德利进行了

专访。 他分别对太古成都大

慈寺项目开发内幕及进展、

如何看待和应对成都激烈的

商业竞争市场现状、 未来太

古地产在内地拓展计划等问

题做了详细解答， 其中不少

信息均为太古方面首次对外

披露。

白德利负责统筹公司在中国

内地的业务运作， 包括执行公司

整体投资策略， 并在设有公司代

表处的四大主要城市进行项目收

购计划，以及发展公司于北京、成

都、广州和上海现有的项目。

白德利在太古集团担任管

理工作超过

24

年。他于

2006

年加

入太古地产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起出任董事，并于

2011

年起获委

任现时职务。

白德利为特许测量师，同时

是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和

香港测量师学会会员。

【 人 物 简 介 】

楼 市 直 通 车

四川省级异地商会秘书长年会

在绿地锦天府召开

蓝光捐赠300台救护车行车仪

七里坪冰雪温泉嘉年华明日启幕

仁恒滨河湾开盘热销

大慈寺文化商业综合体项目鸟瞰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