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再现“4 亿周末”，蓝光COCO 为全年楼市收豹尾

COCO家族领衔楼市大片，金沙、时代、蜜城、锦绣四大 COCO项目重磅推出贺岁档

上周末 （22 日），

成都楼市再现“4 亿周

末”。 蓝光 COCO 系

“四盘同开” 再创新

高 ，COCO 金 沙 、

COCO 时代、COCO

蜜城、COCO 锦绣四

大项目同时推出新房

源， 成交也再创新高，

COCO 系签约一举超

过 4亿元。如此火爆的

成交势头似乎超出预

期，上周开盘蓝光地产

无疑为全年收下豹尾。

事实上， 一到年终

各种各样的行业评选、

销售排行纷纷出炉，大

家都热衷于回顾、总结

刚刚过去的一年。 各大

媒体及同行都不约而

同地聚焦于蓝光，大家

谈论的都是蓝光 CO-

CO系全年为何如此

火爆。 蓝光 COCO系

楼盘年底有怎样的大

动作？ 无论是购房者还

是业内同行，这都是外

界极为关心的话题。 此

轮 “COCO 家族”将

以超乎常规的大手笔

迎接 2013 实属罕见，

买房还将抽奖送奔驰

SMART 汽 车 、iPad�

mini等众多大奖。

楼盘名称：蓝光·COCO锦绣

地理位置：东三环·成渝立交东南角（地铁 2号线成渝立交C口）

楼盘介绍：2012狂销 16亿，创成都新纪录

推出房源及户型：97㎡双卫三房 /113㎡阔景四房

价格及优惠政策：交 5000抵两万

咨询电话：028-82005252

抽奔驰、抢 IPAD

———COCO“贺岁档”惊喜重重！

新年来临之际，蓝光启动“COCO幸福感恩季”活动。 活动

参与方式很简单———凡在 2012 年 12 月 5 日 -2013 年 1 月 6 日

期间，认购 COCO 时代、COCO 蜜城、COCO 锦绣、COCO 金沙

任一房源，并完成购房合同签署及完善所有购房手续，缴齐所有

应缴款项的新业主，均有机会获得以下三重大礼：抽奔驰 SMART

（1 辆）、抽 MINI� IPAD（20 台）、抽 COCO 新年家宴（50 份）。

此外，在 12月到 COCO时代、COCO 蜜城、COCO 锦绣、COCO

金沙现场咨询购房，还有其他惊喜大礼等你来抢。

成都团房蓝光 COCO

———专场独家优惠，五千抵两万

2012 年 12 月 3 日 -2013 年 1 月 6 日，成都全搜索与

蓝光地产 COCO 系楼盘独家合作，推出 5000 元抵 20000

元团购优惠活动。 只需交 5000 元， 即可获得一张面值

20000 元的购房优惠券，此券可直接抵用总房款。 本次优

惠可以与案场的所有优惠叠加。

参与方式： 直接前往 COCO 时代、COCO 锦绣、

COCO蜜城售楼部均可购买此优惠券。

咨询电话：（028）85912858、85919909

新年即将来临， 哪个楼盘哪个开发

商给出的优惠更大？你有没有听说过，买

房还送奔驰汽车的？ 抓住机会说不定一

辆可爱的崭新奔驰 SMART汽车就属于

你。 只要你是在最近活动期间购买蓝光

旗下的 COCO金沙、COCO时代、CO-

CO蜜城、COCO 锦绣四大 COCO 系

楼盘， 你就有可能成为最幸运的那位购

房者。 除了奔驰车外还有 iPad� mini、年

夜饭等诸多大奖， 送礼或者只是一个噱

头，再配合线下的特惠大行动，蓝光四大

COCO住宅项目已经发起了年度总攻。

回顾 2012 年，蓝光 COCO“四大

金刚”无疑是成都刚需住宅市场当之无

愧的主角、销冠。 主要针对刚需人群的

蓝光 COCO 系产品一直都受到市场的

好评和置业者的认同。 在 2013 新年来

临之际， 蓝光携旗下四大 COCO 系产

品为楼市贺岁献礼。 除了每个项目都拿

出给力的优惠， 还整体推出 5000 元抵

20000 元的大型团购促销， 同时享受

COCO“幸福三重礼”的惊喜活动。 在

元旦大假前购买 COCO 系产品的消费

者，都能参加团购，并有机会获得奔驰

SMART。

2012 年蓝光 COCO 已是“风光无

限”，2013 年蓝光将再次掀起怎样的攻

势？ 蓝光方面日前透露，此次 COCO系

的优惠将集中放在元旦大假期间，1 月

4 日所有优惠将全面截止。 “真实情况

是目前蓝光已是远超全年的销售任务，

现在蓝光手上的楼盘是不够卖，因此蓝

光不得不在年后收缩优惠控制销量。 ”

接近蓝光的业内人士分析。

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得上好房？ 答案

肯定五花八门， 但它一定是性价比高、

品质出众、物业服务好、住起来舒适又

舒心， 而且买了住里边还倍儿有面子，

亲朋好友都赞不绝口。 显然， 蓝光

COCO 产品系就是购房者口中的好房

子，地段优越、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建

筑品质大气高档，最重要的是三、五十

万你就随便买上套二、套三好房，部分

户型八九十平方米还做到三房双卫或

是四房。 难怪 2012 年购房者中流传一

句话———“不看蓝光 COCO，好房千万

别下单”，无论你买哪家楼盘，为了避免

遗憾蓝光 COCO 是你买房必看的一个

楼盘。

无论是城东还是城西，蓝光 COCO

都是好房的代名词， 购房者对蓝光

COCO 可谓是趋之若鹜。 城西，今年 6

月才开盘的 COCO 金沙， 不到半年时

间就进入收官阶段，现在只剩最后一栋

位置最好的保留房源。 从 7 月开始，

COCO金沙 3个月内连开 5 次盘，次次

蝉联销冠，中庭楼王、滨河组团，每个产

品都让购房者疯狂。

同样位于城西寸土寸金的光华片

区，COCO蜜城已经成为区域内最受瞩

目的项目。 10 月 20 日，蓝光 COCO 蜜

城开盘时，到场近两千名购房者，成交

450套，销售额超过 3亿元。凭借内光华

独一无二的地段优势以及 63～83 平方

米全能宽景 3 房这一具备极强 “杀伤

力”的产品，COCO 蜜城在今年年底和

明年会继续抢占城西楼市的风头。

市中心，COCO时代一次次点燃了

建设路楼市的激情。 在 9 月 16 日，

COCO 时代首次开盘时，300 套房源抢

购一空，创下 3 小时揽金超 2 亿的傲人

佳绩；10月 27日，二批次开盘，1小时就

去化 90%， 再次引爆建设路；11 月 24

日，COCO 时代三批次 3 号楼盛大开

盘，吸引众多客户蜂拥至售楼部，再次

销售过亿。

在城东，COCO锦绣一直稳坐销冠

宝座， 截至目前，COCO 时代已累计成

交近千套房源，凭借极致完美的品质一

路凯歌，每逢开盘便“一售而空”，高歌

猛进的势头仍在继续。 所以，刚需市场

上一直流传着“不看 COCO 锦绣，不在

城东买房”的佳话。

据悉，蓝光全年最后一波的年度大

促销已经全面开启， 而且 COCO 系项

目此轮推出的优惠政策将在 1 月 4 日

全面截止，元旦大假无疑将是眼下最好

的购房时机，COCO买房进入倒计时。

今年已是蓝光在成都进行地产开发的第 22

年，而作为集蓝光 22 年住宅开发经验的知名品

牌，蓝光 COCO 系在今年推向市场之后所引起

的热烈反响深刻印证了蓝光在成都的品牌影

响。 在过去 22 年里，蓝光在成都开发了数十个

以高性价比闻名的住宅项目， 数万成都家庭成

为蓝光业主。

“很显然，COCO 系是蓝光总结了过去的

住宅开发经验之后推出来的新产品，”蓝光地产

一位营销负责人说。 无论是在项目选址、产品户

型设计、 配套打造还是定价上， 蓝光都针对

COCO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这种研究其实

是对成都年轻群体， 尤其是 80 后甚至 90 后群

体更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研究。

对于 COCO 住宅的打造蓝光有着严格的

标准，必须要在主城区，所以到现在为止，蓝光

在成都只有 4个项目能以 COCO系命名。 而在

产品上，COCO系的规定更多，正是这些严苛的

规定，保证了 COCO 系的高品质和美誉度。 今

年以来 COCO 系连续取得热销，蓝光地产有关

负责人在解读 COCO 系的热销原因时说，热销

的首要因素是产品好， 更为重要的是蓝光为此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满足城市居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靠政策，

一种是靠市场。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就是靠政策，

而蓝光地产就是在以一种市场化方式， 解决城市

居住问题、提升居住品质，尤其是让优秀的外来人

口有机会较为容易地在成都扎下根来安家立业，

以最合理的代价、最低的门槛融入这座城市，并且

生活品质还得到极高保障，蓝光真的功不可没。 ”

一位业内人士也评价说，推出 COCO系，说明蓝

光的开发思维更新得很快， 准确地捕捉到了市场

讯息，让更多人获得在成都买房的机会，并过上高

品质城市生活，这就是一种“地产民生”。

直到 2012年的年末，蓝光似乎才终于解

开 COCO 产品系全年热销的谜底。 12 月 6

日，蓝光在各大媒体上响亮地喊出“民生地

产，责任于心”，这是蓝光首次打出“民生地

产”牌，这也恰好是对之前蓝光 COCO 系热

销一个极好的回应———蓝光就是要为老百姓

造买得起的好房。 而且消费者用自己的购买

行动对蓝光的“民生地产”理念给予了追捧、

支持， 仅半年时间，6000 位业主选择 CO-

CO系就是对蓝光地产品牌，对“民生地产”

市场理念最有力的回应。

“实际上经过 20 多年的沉淀，蓝光明确

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老百姓能够买上

舒适的住宅，让更多城市人过上高品质的城

市生活，让在成都发展的外地人也很容易地

在成都扎下根来安居乐业。 ”蓝光地产有关

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产品设计

到楼盘定价，再到后期项目推广、小区入住，

蓝光都将完全贯穿“民生”的服务理念，除了

让购房者买到放心房、高品质房以外，更要让

购房者得实惠，要给予业主舒适、省心、便利

的居住体验。

蓝光的“民生地产”战略已经得到了购

房者、业内同行的高度认可、赞扬，目前蓝光

民生地产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下半年蓝光陆续

上市的 COCO 系项目。 将 COCO 金沙、

COCO 时代、COCO 蜜城及 COCO 锦绣四

大项目计算在内，COCO 系产品今年已经完

成约 30亿元的销售任务。 据锐理数据统计，

截至目前， 蓝光 COCO 金沙、COCO 时代、

COCO 蜜城及锦绣城 4 大项目的，今年成交

量已经占到成都主城区刚需住宅约 10%比

例， 蓝光的 COCO 系产品已经成为同行纷

纷考察学习的对象。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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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还送奔驰？

2013年蓝光 COCO好房重磅出击

元旦促销贺新年

COCO年终奖

积淀 22 年

蓝光 COCO系的热销引发“地产民生”话题

倡导“民生地产”

蓝光就是要给老百姓造买得起的好房

特

别

提

示

1

2

蓝光 COCO 系在售住宅楼盘一览

项

目

链

接

楼盘名称：蓝光·COCO时代

地理位置：成都 东二环内侧 建设路

楼盘介绍：城市青年精致公馆，建设路为此一处

推出房源及户型：52平米幻变套二 69平米幻变套三

价格及优惠政策：四批次价格 9600元 /平米

团购 5000抵 20000元现金 一次性 2%、按揭 1%

咨询电话：028-82009688

楼盘名称：蓝光·COCO金沙

地理位置：成都·金沙·IT大道旁

楼盘介绍：清水河畔、甜蜜生活。

推出房源及户型：49-89平米景观户型

价格及优惠政策：均价 8400元 /平米

团购 5000抵 20000元现金 一次性 2%、按揭 1%。

咨询电话：028-82009966

楼盘名称：蓝光·COCO蜜城

地理位置：城西 2.5环青羊区内光华贝森路与四威路交会处（宽庭公园旁）

楼盘介绍：COCO蜜城位于 2.5环黄金走廊———贝森路， 是内光华最后一块住宅用

地，也将是城市精英得以入住城西的最珍贵机会.

推出房源及户型：在售平层 63-68平米（实得 77-83平）

预计一月中旬全新产品发售 54-92平米（实得 62-111平）套二、套三、套四

价格及优惠政策：在售平层享受 5000抵 20000元团购优惠，一次性 2%，按揭 1%

全新产品 54-92平米平层户型诚意金 20000，享总房款 2%优惠

咨询电话：028-82000055

蓝光·COCO系

四大项目开盘热销

德国钢琴大师成都献艺，

蓝光业主有耳福

上周四（20日），德国著名“钢琴姐妹

双子星” 丹奈尔·德克森和荠薇莉·德克森

莅临成都， 为蓝光业主带来一场高雅的艺

术盛宴。据悉，二位钢琴演奏家均师从德国

著名钢琴教育大家、钢琴演奏家卡尔·海因

茨·凯沫林。 整场音乐会雅致而有新意，让

蓝光业主备享高雅音乐的经典魅力， 而两

位演奏家的四手合奏尤其精彩， 现场听众

无不拍手称绝。

当天晚上7点，娇子音乐厅就被坐得满

满当当。 在场的蓝光业主有的从温江紫檀

山赶来，有的来自金堂观岭国际社区。据了

解，此次音乐会特别邀请了蓝光26个小区，

一共800多位业主代表参加。这些业主代表

里不仅有已经入住蓝光小区几年的老业

主，也有刚买房签约的新业主，因此这也是

一次蓝光业主的大团员。“我们在项目现场

免费报名，才一天时间就报满了。”蓝光客

户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次音乐会很

受业主的欢迎，说明我们的投入、努力得到

了业主的认同， 蓝光的服务宗旨就是要让

业主满意。

做服务就是抠细节，

蓝光赢得业主好评

最值得一提的是， 跟普通的音乐会不

同， 蓝光把这次盛大的钢琴演奏会各个活

动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 为了方便蓝光26

个住区的业主前往参加， 蓝光专门安排了

大巴车免费接送业主；在音乐厅门口，蓝光

设置了饮品区向大家提供热气腾腾的饮

料， 让业主一进入现场就感受到蓝光浓浓

的暖意。每一个接待、组织细节，都体现出

蓝光的用心良苦。

据了解， 这次演奏会可谓是蓝光物业

服务的全民总动员。活动当晚，蓝光客户俱

乐部和嘉宝物业的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在

现场热情接待业主。音乐会结束后，蓝光还

为每位业主准备了小礼品。 蓝光凯丽香江

的业主郑阿姨老两口非常高兴：“感谢蓝光

组织这次活动， 给我们新年送了份大礼。”

蒋女士则是带着学钢琴的女儿来参加音乐

会的，她表示：“身为蓝光的业主真幸福，不

少身边的朋友都相当羡慕， 这次带孩子来

听演奏会不仅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同时还

认识了很多邻居，感谢蓝光！”

“民生地产”不是口号，

每一位业主都能感受到

“蓝光已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利润为导

向的市场逻辑， 现在是老百姓需要什么样

的房子， 蓝光就会主动开发这样的楼盘。

而且在后期物业服务上，蓝光更是要做到

无微不至。我们今后会继续坚持为普通人

提供好产品， 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

将民生地产进行到底。” 蓝光成都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显然，蓝光

地产的市场导向、产品导向、价值导向，变

为了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客户的满意度为

导向。“毫不夸张地说，蓝光将利润价值放

到了其次位置。通过蓝光让更多人能够在

成都扎根、发展，以及后期业主持续的满

意度、蓝光肩负的社会责任等，比眼前的

利润更重要。”

在蓝光地产眼里，坚持做“民生地产”，

不仅是提供民生产品， 还要提供民生服务，

坚持民生公益。 为了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

蓝光地产建立起全国首个CRM中心大楼，

专门研究客户关系管理，建立起领先行业的

CRM管理体系， 用针对高端的定制产品服

务普通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蓝光地产创建

的会员组织———“蓝光客户俱乐部”， 通过

一系列对会员生活的关怀行动，打造只属于

蓝光的“幸福居文化”。在蓝光嘉宝物业的

增值服务表里， 有99种针对业主的额外服

务，如磨菜刀、晒被子、洗空调滤网等，为业

主们考虑得无微不至。 在民生公益方面，蓝

光一直坚持捐资助学，特别为乡村教师和留

守儿童提供帮助，还在多所中小学和高校设

立宏志班，激励学生们完成学业。

在蓝光内部，已经将民生地产作为未

来发展的指导纲要。“关注民生已成为党

和政府施政的主基调，只有主动帮助政府

去解决民生问题，开发商才能获得更多的

发展机会，才会赢得更多的市场。”业内人

士指出， 正是因为坚持开发民生产品，提

供民生服务，坚持民生公益，才使得蓝光

成长为迈向全国的成都本土地产商。而在

谈到本次钢琴演奏会时，蓝光有关人士不

止一次表示也有遗憾，尽管所有业主都能

免费报名参与，毕竟门票数量有限，仍有

不少业主没能参加演奏会。2013年蓝光将

继续举办大型的文化艺术演出及各类社

会公益活动，给业主提供更多的各类活动

参与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杜娟

做蓝光业主，真的很幸福

2012璀璨蓝光·业主迎新音乐盛宴上周落幕，蓝光唱响“民生地产”主旋律

新年到来之际， 成都品

牌开发商、 知名楼盘纷纷组

织各类业主活动， 而蓝光地

产上周落幕的“2012璀璨蓝

光·业主迎新音乐盛宴”无疑

将新年欢乐氛围推向了一个

高点。20日晚上7点半，德国

著名 “钢琴姐妹双子星”丹

奈尔·德克森和荠薇莉·德克

森莅临成都， 为蓝光的业主

奉上了一场听觉艺术盛宴。

蓝光方面表示， 蓝光的

目的就是要为市民、 为业主

提供高品质的文化社区生

活， 在持续推进社会公益事

业的同时，要让“蓝光业主最

幸福”。

德国著名“钢琴姐妹双子星”姐姐丹奈尔·德克森正在激情演奏

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

2012年，众多房企选择策略性收缩，俊发地

产却选择了全国扩张，这是为什么？

赵彬说，扩张计划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俊

发地产就开始筹备扩张， 并为上市做了多年准

备。作为一名企业高层，他感慨道，“现在的市场

环境下，房地产企业只有两条路，要么扩张要么

落伍。没有原地踏步一说，不进则退。”他举例解

释道， 几年前做到年销售额50亿就可以拿到冠

军，现在都排到10名之外去了。一个企业特别是

房地产企业要做大做强， 必须要走全国化之路。

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

2012年， 俊发地产销售额首次突破百亿元，

其中90%来自于昆明。 据昆明地产人士透露，昆

明一年的市场容量在500-600亿元左右， 俊发市

场占比在15%-20%。“要想做大做强， 就必须走

出去。”

据资料显示，俊发走出去的战略构想是———

扎根云南，辐射西南，布局全国。“我们是在昆明

扎根了15年的企业，我们的全国化战略一定是以

云南为根，在这个基础上稳扎稳打，在这个基础

上辐射大西南，然后布局全国。”赵总说，俊发转

型的第一步是扩大项目地域范围，近的是从昆明

主城区扩展到市郊， 并向周边城市及地州扩展，

进入大理、晋宁、嵩明、西双版纳、丽江等城市，远

则走出云南，进入成都、贵阳、海南，构成“大西

南战略”。北京我们一定要进入，目前已经进入

前期的意向阶段， 借助北京再辐射到环渤海区

域，而华东、华南暂时还不会考虑。

赵总透露，俊发已经制定了未来三年的目标

任务：明年是200亿元，后年是350亿元，2015年是

500亿元。

昆明老大的位置不能丢

赵彬说，昆明的市场竞争虽然不如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但在全国大型房企譬如保利、万科、

恒大、华侨城进驻后，市场格局已经出现了很大

的变化， 包括好几家本土龙头企业已经被边缘

化。从资源占有度和资金实力来说，本土企业无

法和央企相比，两者就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大企业一来就圈几千亩土地，先做一级开

发，然后再把土地卖给其他开发商，开发模式都

不一样，你怎么去竞争。”赵总说，作为一家扎根

云南15年之久的本土企业，比外来企业更熟悉当

地市场，加上之前俊发做了多个“定向开发”项

目积累了不少老客户， 这是俊发的优势所在，但

随着外来企业扎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优势将越

来越弱，要保住市场老大位置其实压力不小。

赵彬透露， 俊发现在的土地储备和推货量，

能够确保2015年昆明老大的位置，2015年之后就

不一定了。“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跟过去不一样，

以前可能是一年一个行情， 现在3-5个月就是一

个行情，随时都在变。”在他看来，俊发只有做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保住老大的位置。

三年内争取做到成都前十

上周五， 成都龙泉大面镇两宗建设用地拍

卖，万科和俊发同时参拍，最后花落万科。“没关

系，26号还有土地拍卖， 我们争取年前在成都再

拿一块地。”赵彬说，成都的市场地位对我们来

说仅次于昆明，我们会加大投资力度，争取三年

内做到前十。“要做到前十的话， 至少要年销售

额达到50亿元，这就意味着一年的推货量要达到

100亿元，土地储备就不能低于200亿元。”赵总表

示，“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地， 三环外的土地我们

都愿意去拿。只要成本在我们的预期内。”

据记者了解，俊发目前在成都打造的一号作

品“时光俊园”上市才三个月，但已经销售40%。

“成都市场竞争激烈但购买能力强，这是俊发实

现规模效应的一个重要市场。”除了住宅，俊发

还将在成都打造商业作品。“这也是俊发实现全

产品链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要让不同人群都能

在俊发买到他们想要的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发自昆明

在2012年成都楼市收官之际， 成都一环内横空杀出一匹

黑马———“中铁·马家公馆”。 其售房部开放短短一个多月时

间里，就接待了2000多组购房者。12月22日，该项目样板间全

新亮相，再次引发追捧。

中铁·马家公馆”是中铁二局500亩“铁半城”城市升级工

程的首发项目，未来该板块将壮大成集购物、餐饮、娱乐、酒店

办公、 高档居住于一体的成都一环最大中央商业综合体。据

悉，本次开放的是B2户型，建筑面积约99㎡，实得面积约110

㎡，精巧小三房，时尚生活一步到位。

（杜娟）

12月18日，“谋定大城西———珠江新城国际购物中心项

目品鉴会”在温江隆重举行。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珠江商业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合250个品牌商家约

300个嘉宾齐聚一堂。到会的有伊藤洋华堂、珠江时代影院、国

际快时尚、星巴克、必胜客、哈根达斯、costa咖啡、顺电、屈臣

氏、衣恋、绫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商

家代表。

成都珠江新城国际购物中心位于光华大道三段， 建筑

面积约18万平方米，是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社交、文化、

康体、 体验于一体的一站式大型购物中心， 配有4200个停车

位，地铁四号线直达项目。购物中心目前已签约进驻的有伊藤

洋华堂百货、国际连锁快时尚、珠江时代影院、百胜餐饮、活力

无限KTV等品牌知名商户， 数十家国内外连锁品牌商家正进

入深度洽谈阶段。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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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展就是最大的风险

2012

年，在宏观

调控导致房地产行业

业绩分化的格局下，

俊发地产销售额首次

突破百亿。

在俊发地产的主

题中，

2012

年被称之

为“扩张年”，正式从

“云南俊发”向“中国

俊发”迈进，先后进入

北京、成都、贵阳、海

南、大理等城市，并实

现了全国多个城市

20

余个项目同时运作，

一时气势如虹。 上周

五， 成都商报记者在

昆明约见了赵彬先

生， 近两个小时的交

谈中， 赵彬向记者披

露了俊发现在和将来

的雄心。

赵彬：

访俊发地产董事局主席赵彬

楼 市 直 通 车

中铁·马家公馆样板间亮相

珠江新城国际购物中心举行项目品鉴会

租金过高，有价无市

其实比程楠的牛排馆租金还高的铺子在中

海国际社区的购物公园内比比皆是， 目前的报

价最高的已经喊到了每月300元/平方米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在这个购物公园看到， 只有少量

铺子空着，其余的都已经有商家入驻，但是据一

些商家透露，这里的生意并不是很好。

而在城南的大源组团，商铺租金的高烧状态

也不遑多让，此前据成都媒体报道，大源的一些

街铺租金报价已经超过每月400元/平方米，但记

者在现场看到，目前铺子的出租率并不高。事实

上，在大源组团，目前除了保利心语和天府鹭洲

之外，其他几个项目的底商并不多，区域内的主

要商业供应还是集中在世豪广场。

大源的一家中介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很

多业主都是以四万一个平方米的价格买的铺子，

现在价格低了肯定不愿意出租， 但是价格租贵

了，商家又不愿意，因为很多社区都还没住满，人

不多，生意肯定做不走。不过这家中介的负责人

说，现在二手房生意倒是比以前好多了，因为伊

藤开业后，住这里还是比较方便。

租金合理，生意都好做

在城东的三圣乡，情况却有些不同，卓锦城

一期下的商铺，现在全部租出，而且每一家的生

意都还不错。一家卖馄饨的铺子，开间只有三米

多，不到十张桌子，这家铺子的老板说，他们租这

里已经两年多了，生意一直都还可以。他说，他们

现在给的租金只有每月70元/平方米左右， 这个

铺子才30平方米左右，一个月两千左右。据记者

了解，目前该项目剩余的商铺大多数还持有在开

发企业手中，尚未对外销售。而一家房产评估公

司的工作人员说，这边的铺子，评估的价格最高

其实可以到每月150元/平方米。

据了解，目前三圣乡的社区底商其实非常

少，这让区域内的商业一度供不应求。而卓锦

城四期楼下， 正对四海逸家售楼部的几层铺

面，还被开发商拿来办公用，目前还没有商家

进驻。

社区底商，需要正视现实

对于目前很多社区商业出现的高租金却租

不出去的现象，很多业内人士说，这是属于2011

后遗症。去年，一位姓冯的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很多三环外的铺子，动不动就卖三四

万，除了一些银行之外，不管是餐饮还是其他的

便民服务，都承受不了高租金，你定价这么高，

以后怎么租？

事实上，经历去年的商业高烧之后，很多开发

商开始对商铺理性定价。对于回归理性的原因，四

川省连锁商业协会会长冉立春说， 今年商业地产

市场不如去年那么好，供应量上来了，销售价格肯

定要降下去。 第二个原因就是综合体项目的大量

出现，他分析说，现在很多商家都更情愿进购物中

心。关键是现在人们的消费习惯都在变，以前叫逛

街，街铺机会多，现在更多是逛商场。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成都底商租金 东成西不就

在三圣乡的卓锦城，一

家卖熟食的商铺每晚8点就打

烊了。工作人员小王说，这里居

民多，生意好，店里的菜品很早

就卖完了， 尽管规定下班时间

是九点半，但打扫完卫生，大家

就可以提前走了。

12月16日，在彩叠园会所的运动场馆内，西南财大DBA的

同学们举办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冬季运动会。

下午两点，西南财大博士3、5、6班“凡今兄弟杯”冬季运

动会正式开始，三个班的运动员分别穿着橙、绿、大红的队服

排列在主席台前。开幕式由西财国商院书记岳敏致开幕辞，由

赞助方“凡今兄弟股份公司”董事长丁惠宝先生致辞。

各班分别在篮球、乒乓球以及羽毛球三大项目上，进行了

男女生的激烈比拼，最终产生了各个项目的获胜者。在颁奖典

礼上， 主持人对给予本次活动大力支持的投融资联盟精英俱

乐部、悦好医学美容医院、澳洲皇家猎人酒庄四川办事处、成

都市鹏昆商贸有限公司表示感谢， 并为获得名次的队伍和个

人进行了颁奖。

（熊沙杉）

城东

在中海国际社区，开了

家牛排馆的程楠每晚却要为客

人不够而发愁，一份牛排30多

元，比很多地方都便宜。但这家

100多平方米的铺面的租金一

个月就要一万五左右， 也就是

说，每天要卖大约20份牛排来

给租金。

城西

“凡今兄弟杯”冬运会在彩蝶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