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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新闻

本月15日， 备受瞩目的金棕榈样板间

正式开放，瞬间在市场引发热议。

此前， 由国际四大机构联手打造的

“金棕榈”一直处于秘密筹备中，此次开放

完全是对生活空间设计的一次超越。 笔者

了解到， 全新推出的金棕榈由全球四大顶

尖设计团队联袂打造： 英国阿特金斯创作

总体规划、澳大利亚柏涛操刀建筑设计、香

港贝尔高林担纲园林景观、 德国科罗贻合

负责创意空间设计。

功能分区上， 采用双湾双轴的理念，保

证每户业主的视野；建筑空间上，下设架空

层，嵌入式停车场，上有屋顶花园；配套空间

有五星级酒店、情景商业街、美吉姆西南旗

舰店……戛纳湾拥有完备的生活配套以及

专门为金棕榈打造的配套，最大程度地保证

了业主生活的便捷。笔者发现，金棕榈的室

内设计首次将室内空间室外化，譬如每个户

型中都做了开放式阳台，不仅连通客厅和厨

房，还给家人一个聚会休闲的空间；每个楼

栋和每种户型之间的布局方式，既保证了外

立面的美观又不牺牲户型的方正。

“以居住者和使用者的视角来作出判

断， 让每一个功能空间的物理层面和精神

层面都达到完美的平衡， 这是金棕榈的要

求，也是与众不同的创作源点。”戛纳湾营

销总监张伟说，“全球顶尖团队的创作优

势在于， 他们从一开始就赋予了金棕榈

‘实用’和‘艺术’的灵魂，它不是一个空

洞的包装概念，你会在车库、房间、园林、外

立面的很多细节发现‘艺术’的应用和体

现， 它被有节奏地直接外化在客户能感知

的所有场所和空间，而‘实用’是首要满足

的条件，彼此之间不能顾此失彼。”

所以，戛纳湾的竞争力在于：占据城市

发展动脉、集合国际一线机构智慧、拥有最

完善的生活配套系统、占据稀缺湾区资源。

可以说， 戛纳湾已经兑现世界级的生活。

（陈柏喜）

兑现城南世界级生活

金棕榈

2012年的岁末

钟声即将敲响。

回望2012年成

都楼市，“刚需快跑、

高端翘尾”的市场逆

转是很多从业人士

在年初没想到的，更

没想到的是，在人们

普遍关注新入市项

目的时候，耕耘城南

8年之久的戛纳湾给

我们带来了新的市

场启示———买房先

看已经呈现的配套！

戛纳湾是这样

的：第一，它的身份

是城南唯一中央生

活区， 拥有15万平

米独立商业体，吃喝

玩乐都能在这里搞

定；第二，它的新组

团“金棕榈”由国际

四大一线机构担纲，

保证了它拥有纯正

的DNA；第三，它拥

有成都人最喜欢的

亲水生活方式以及

一线江景，“成都首

席湾区大盘”的市场

地位已经确立。

2004年， 当戛纳湾率先亮出15万平

米商业配套时，很多业界人士没看懂。在

当时的市场行情下， 大多数开发商选择

的是“先卖房子，再修配套”。因此，戛纳

湾被誉为“不走寻常路”。

但从一线城市回来的市场研究人士

邹凯表示，“很多业界人士没看懂很正

常。” 他说， 即便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当时的操盘理念也是现金为王。在他

看来， 这个楼盘以领先的视野和理念将

成为城南炙手可热的项目。所以，戛纳湾

亮相不久便坐稳城南第一生活区交椅，

并在城南综合体、 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

密集时依然保持着“第一生活区”的市

场地位。

也就是说，它的唯一性太明显了，我

们几乎可以这样下结论———它是城南唯

一一个同时享有三重生活配套的项目！

首先，它拥有成熟的城市配套；其次，它

有15万平米独立商业体，包括酒店、电影

院、超市、餐饮、娱乐等；最后，金棕榈规

划的6万平米高品质商业配套，将丰富戛

纳湾的商业档次， 并带来全新的消费理

念和潮流。

当然， 它占据着天府新区起步区的

核心位置， 就意味着它的到达性不容怀

疑。三条城市主干道以及双地铁物业，恐

怕不是每个楼盘的交通都如此便捷。而

且，它还占据稀缺的锦江活水资源，站在

阳台上就能欣赏一线江景。

机构人士透露，成都楼市，凡是能看

到锦江的房子比看中庭的房子单价至少

贵1000元/平米。当然，深谙资源稀缺价值

的九龙仓直接将东大街上锦江边上的房

子卖到了1.8万元/平米，不可思议的是，项

目在售时曾出现过一房难求的火爆态势。

所以，深圳、大连、天津等城市的房

地产商来成都考察时就表示， 要是成都

有海的话，那锦江是否还会如此值钱不？

成都人爱水，喜欢亲水而居的生活，是有

目共睹的，譬如有太阳的冬天里，临河的

茶馆和咖啡馆的生意一定是最火爆的。

恰恰戛纳湾15万平米独立商业体正是依

河而建，堪称最纯粹最完美的“滨河开放

式商业”。

成都商业地产研究人士梁晓舟透

露，“戛纳湾其实是城南时间最早、 业态

最全、人气最旺的一个商业街，但价值没

有达到最大化。”据同森地产营销总监张

伟透露，500亩的戛纳湾由戛纳湾印象、

戛纳湾滨江和戛纳湾金棕榈组成。其中，

戛纳湾印象已经入驻的商家超过100家，

戛纳湾滨江的入住率超过95%，戛纳湾金

棕榈是由国际四大机构联手打造的最佳

生活空间。

“除了500亩的规模，戛纳湾还有两

个亮点：项目对面就是高端低密住宅，邻

居素质较高； 享受开放式的河滨商业和

欣赏一线锦江的河岸、 法式风情的商业

街内经过调整更具异国风情。” 张伟表

示，戛纳湾内部5.2公里的道路升级，从社

区到达地铁站的业主交通车， 随叫随到

的商超配送系统，完全是把“优化生活”

做到了家。

金棕榈样板间已开

放，诚邀现场品鉴。

详情敬请咨询

028-81505111

戛纳湾 城南唯一中央生活区

戛纳湾 500亩世界级城市生活湾区

金棕榈 生活空间最佳实践项目

一环路楼盘不多

价格高低不均

目前，一环路正在销售的楼盘不超过

10个，其中还包括部分尾盘，当前市场上

比较热的楼盘有阳光新业中心、浣花香、

环球广场、西锦国际广场。虽然这些楼盘

都位于一环路，但价格却高低不均。例如，

阳光新业中心和浣花香的销售均价在每

平方米13000元左右；而西锦国际广场、新

熙 门 的 销 售 均 价 却 仅 为 每 平 方 米

8500-9000元左右。“一环路楼盘由于所

处的方位不同，周边的交通以及占有的资

源不同， 价格必然会有一定的差距。”中

成房业总经理孙红表示，以阳光新业中心

为例， 作为一环路上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加上物业本身的品质，其价格高于部分楼

盘也是正常状况。同样，浣花香位于浣花

溪公园附近，价格必然高于一环路上的其

他楼盘。

城市快速外扩

一环物业处境尴尬

“说实话，相较于其他一线城市的销

售速度和销售价格而言，成都一环物业的

价值被严重低估了。”阳光股份成都分公

司总经理张晴表示，在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市中心的土地十分稀缺，少量的地

块主要用来打造高端城市综合体和高端

住宅，销售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而且

保持非常不错的销量。“但是在成都，市

中心一环物业的价值却没有得到真正的

体现， 并且也没有得到广大购房者的认

同。应该说，价格不高、销售较慢，是目前

一环物业的共同境遇，甚至是整个市中心

楼盘都存在的问题。”

孙红也表示， 在其服务过的一环物业

的购房人群中， 外地人群占据了很大一部

分。“而且，这些外地购房者主要是来自于

一线城市， 成都本地的一部分客户也都有

在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成都土

生土长的本地客户对市中心一环物业是有

认同感的，但并不执着，加上一定的价格抗

性，也就造成了目前一环物业的尴尬处境。

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成都城市的

快速外扩和发展，也分流了很大一部分购

房客户。“政府的积极主导， 产业不断外

迁，带来了众多的就业人口，并且为周边

的楼盘提供了购买人群，当然也就分流了

一部分城内的需求。”以城南为例，从人民

南路不断外扩，城南的房价也不断水涨船

高，城南楼盘的关注度也一直保持高位。

稀缺成就价值

物业价值亟待重新肯定

“北京、上海、广州等发展成熟的一

线城市， 市中心可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

少，稀缺的土地价值本身就注定了其高昂

的价格。”张晴认为，在城市发展进程中，

市中心占据了城市发展的种种红利，无

论是交通还是配套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

熟，其物业价值应该得到尊重。“目前，成

都还处于城市发展期， 各方面都在不断

完善的过程中。市中心的改造和升级也正

在积极进行，相较于一线城市而言，市中

心的物业价值还未完全得到体现。”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这句房地

产行业的名言，放在市中心一环物业上同

样适用。孙红认为，从长远来看，市中心的

稀缺价值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显现，目前

投资市中心一环物业或许是不错的时机。

成都商报记者 熊沙杉

一环物业

价差达5000元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的房地产市场， 位于市中心的楼盘

绝对是“香饽饽”，尽管价格高昂依

旧销售火爆。然而对比成都市场，情

况却截然不同。成都

A

区、西锦国际

广场、阳光新业中心、嘉通云尚、浣

花香、 新熙门……这些位于成都市

中心一环的楼盘，价格并不高，但销

售却长期不温不火， 即使是在成都

房地产市场稍有起色的

11

月，这些

楼盘的表现也并不突出。

“相较于一线城市，成都城市中

心的价值还没有被真正开发和认

同。”阳光股份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张

晴表示，随着城市的逐渐成熟，市中

心的稀缺价值将会逐步显现， 特别

是在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理性的情况

下， 市中心房地产物业的稳定性将

会进一步凸显。

戛纳湾酒吧一条街，灯火辉煌

戛纳湾总平图

戛纳湾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