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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据成都全搜索网站

和记黄埔“少儿英语达人秀”

彩叠园圆满落幕

城南优惠情报站

岁末特惠全城独享！

蓝光COCO系5千抵2万 二十四城1万抵总房款5%

中德英伦联邦

89平米幻变约130平米

成 都 团 房 最 新 楼 市 资 讯

成都团房

时近年末，各大开发商优惠加

码。在武侯，蓝光金楠府79、87平米

普通户型和103平米精装户型在

售，均价8500元/平米，全款92折。

绿地圣路易名邸120-190平米顶跃

现房99万起，均价7000元/平米，12

层小洋楼，2梯4户， 优惠详询售楼

部。 保利花园4期均价8000元/平

米， 最高优惠 96折。 中海锦城

120-140平米户型在售， 均价7300

元/平米。世豪嘉柏8号楼71-110平

米住宅在售；110-140平米双中庭

楼王在售，多空间赠送，均价7000

元/平米。

在高新，蒂梵尼TOWN二期一

批次开盘，均价7100元/平米，主推

79-106平米。南城都汇主推80平套

二、140平套三，均价9000元/平米。

中德英伦联邦73-130平米在售，均

价8500元/平米，89平米幻变约130

平米三房双卫， 最高优惠99折。保

利百合花园跃层房源78-127平米

户型在售， 均价12000元/平米。建

发天府鹭洲精装商务公寓均价

8500元/平米， 交诚意金可享受2%

额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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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全搜索与蓝光地产

COCO

系楼盘

（

COCO

时代、

COCO

锦绣、

COCO

蜜城）

合作，推出

5

千抵

2

万团购优惠活动。只需

交

5

千元， 即可获得一张面值

2

万元的购

房优惠券，此券可直接抵用总房款。本次

优惠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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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动咨询电话：028-85918382

团购楼盘一：蓝光COCO时代

作为城市公寓系超越之作，COCO

时代无论从区域、 配套还是产品上都进

行了全新升级。项目领踞成都二环，东中

心，地面交通二环路、府青路、建设路四

通八达， 更有地铁6号线、3号线锦上添

花，同时建设路、红星路、猛追湾等5大成

熟黄金商圈环伺左右。 在住宅产品打造

上以50-89平米幻变城市公馆为主，7栋

高层以围合式布局与2万平米的商业部

分融为一体，直面大型商业区。项目还打

造了面积约2万平米的城市级商业街区，

商业形态丰富，包括潮流主题店+风情餐

饮街+时尚娱乐场+社区街铺。2-3层商

业环绕整个建筑群落。

团购楼盘二：蓝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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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入住城西的珍贵机会。 产品由蓝光

顶级研发团队设计，62-83平米的套三，

超大赠送， 做到最大化最合理的紧凑三

房面积段。 项目还是一个被繁华商业配

套和高雅人文格调环绕的优雅之城，紧

邻仁和春天光华店， 这里你可以买到国

际一线男女服饰、化妆品牌，享受尊贵奢

华生活。项目自身还涵盖有2万平米风情

商业公园，将打造约1万平米品牌超市。

团购楼盘三：蓝光COCO锦绣

集COCO系产品之大成，86平米双卫

大三房、97平米双卫大四房再次突破产品

设计极限，其增加的15%左右的创意幻变

面积，将为业主带来更多居住空间。社区

内拥有220米阔景楼间距，视野开阔，园林

美景尽收眼底；16000平米法式中庭景观，

完美复制欧式浪漫风情；三重精装入户大

堂， 带给业主无与伦比的高端配置享受；

600平米露天景观泳池，健康更自由。到地

铁2号线成渝立交桥站口仅需5分钟，东客

站等近在咫尺。同时龙之梦、海峡城、人人

乐、 凯德广场等商业配套繁华比肩城南。

另外，树德小学、四川师范大学等名校就

在旁边，省医院附属医院步行可达。

团购楼盘四：

华润二十四城（五期）

华润二十四城（五期）与成都团房独

家推出交1万抵总房款5%专场优惠。 目前

项目主推77平米两房、84平米三房、95平

米三房户型。华润二十四城（五期）华润

熙云府总占地约3.2万平米，以不可小觑之

势立主华润二十四城，在二十四城的醇熟

繁华之上再兴建一座城中城。熙云府以高

层住宅、高档写字楼、SOHO酒店公寓、沿

街商业、 独立商业楼等丰富的产品组成，

全方位诠释了城中城的独特风情。

注：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成都全搜索

蓝光

coco

蜜城 蓝光

coco

锦绣

周一 锦江区 周二 武侯区 周三 金牛区 周四 青羊区 周五 成华区

由和记黄埔地产（成都）公司、成

都商报及成都全搜索联合举办的和记

黄埔地产杯 “宝贝加油少儿英语小达

人秀” 决赛已分别于12月15日和12月

22日在和记黄埔地产项目彩叠园会所

成功举行。两场决赛中，比赛现场的气

氛一波胜过一波，从彩叠园会所频繁传

出小达人们因精彩表演而赢得的在场

评委和家长的掌声。

在两轮决赛中，除了延续初赛中英

语演讲和英语问答两个环节外，还额外

增添了其他才艺表演拉分环节。各位小

达人在比赛中不仅展现了惊人的英语

水平，更展现了精彩的才艺水平。在英

语演讲中，小选手们都提前准备了精美

的PPT或小道具，将情景展现和英语演

讲有效结合在一起， 还不时和评委互

动，赢得了评委和其他小选手及家长的

阵阵掌声。在英语问答环节，小选手们

对答如流。在才艺表演环节，各位小达

人们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唱英文

歌的，有跳舞的，有表演乐器如吹口琴、

弹琴、打鼓等的。这群小达人，小小年纪

才艺却非常出群，在场的评委也感叹同

这些小达人相比，当年的自己简直相差

太远。

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彩角逐，本次

“宝贝加油少儿英语小达人秀”活动的

获奖名单在12月22日终于全部揭晓。在

本届和记黄埔地产杯 “宝贝加油少儿

英语小达人秀”活动中，和记黄埔地产

不仅全程为小达人们的比赛服务，如拿

出豪华会所作为小达人们展现自己才

艺的大舞台， 用大巴全程接送小达人

们，更准备了精美的糕点等，此外和记

黄埔地产更为获奖选手准备了各种精

彩大礼。 如总决赛冠军的4位参赛者每

人获得由和记黄埔地产提供的4日3晚

香港免费游一次，让小朋友畅游香港迪

斯尼乐园； 而总决赛亚军的4位参赛者

每人获得了由和记黄埔地产提供的价

值1000元的购书卡和价值500元的哈根

达斯礼品卡； 总决赛季军的4位参赛者

每人获得了由和记黄埔地产提供的价值

500元的紫荆影业电影卡和价值300元的面

包新语礼品卡；此外还有4位口才出众的小

达人们成为了成都全搜索的特约小记者，

同时还有其他诱人奖品。

获奖的小达人们抱着手中的奖杯和

礼品在现场高兴得又蹦又跳，一位冠军小

达人高兴地说：“这份礼品太合我心意了，

我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香港，一起去玩

我心仪已久的香港迪斯尼乐园。” 这位小

达人的妈妈对本次活动评分的公开、公

正、公平表示认可，也非常感激和记黄埔

地产为孩子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在这

一个月的比赛中，明显感受到孩子的英语

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也更加有了学习英语

的兴趣。

其实家长所说的，也正是和记黄埔地

产举办本次 “宝贝加油少儿英语小达人

秀”活动的宗旨。和记黄埔地产“关爱孩

子未来”企业理念的具体实践，旨在为孩

子搭建一个展示与交流平台，让他们能够

开开心心学习，高高兴兴成长，就如同和

记黄埔地产在成都的三大项目彩叠园、南

城都汇、新街里为大众创造居家生活典范

一样。

据了解，位于温江新城的彩叠园项目

打造的低密舒居生活深受购房者青睐，只

需高层价格就能入住，使得项目在光华片

区早已供不应求，目前在售户型为85-140

㎡， 惠后均价5000多元/㎡， 详询8260�

0338。 而和记黄埔地产在成都另外一个项

目南城都汇目前在售面积为80多㎡和140

㎡左右，惠后均价在9400元/㎡左右，更有

几套特推超值现房两房，此房区域罕有，80

余万起，即买即住，即刻享受桐梓林繁华生

活圈优势。另外和记黄埔地产打造的近9万

㎡的独立商业街新街里街王第二街早已于

11月29日火热开售， 其100万起的超低总

价、可自由组合的户型设计、独特的环形街

设计以及不可估量的投资升值空间，备受

投资者的欢迎，一经开售就出现了五人抢

一铺的火热抢购场面，

详询

028-8888

7888

。

与凉茶拍张“恩爱照” 争当火锅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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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搜索美容节优惠最后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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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让“小人物”成为“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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