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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成都

楼市， 我认为就是一句

话：转变带来转折。

始于

2011

年的楼市

调控， 让成交量陡降，这

场危机也让很多开发商

的意识发生了巨大转变，

首先一个转变是顺应国

家政策，从产品设计和营

销上更多的关注刚需购

房者。可以看到，今年的

成都楼市 ，

90

平米以下

的小三房比

2011

年多出

了不止一倍 。 对于开发

商，另一个转变则是更加

关注品质，中德去年提出

的“跨阶豪宅”理念和本

身呈现的品质，得到了购

房者的广泛好评，今年我

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开发

商注意到了品质的打造，

给市场呈现出更多高性

价比的房源。而这些房源

的大量出现，也大大激发

了刚需的购买潜力，活跃

了市场。

那么，另外一个转变

则是购房者的心态转变。

成都这座城市，本身就拥

有中国西部重要的战略

地位，又是中国的宜居城

市， 而目前成都房价，与

中国同等经济水平的其

他沿海城市相比，其实并

不高，因此具有极大的发

展潜力 。

2011

年成都楼

市出现低谷，其实只是因

为购房者购买信心不足。

随着今年国际国内政治

经济形势的变化，购房者

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

转变，渐渐对成都楼市有

了更充分的信心，这也让

成都楼市节节攀升。

成都楼市成交量在

2012

下半年有了一个较

大的提升。我认为，楼市

转折已经形成。

历经22个月的精心打造，12月22日， 城北

区域迎来了首个开业的标志性大型城市综合

体———成都金牛万达广场，这意味着城北的城

市形态、生产力布局正发生质的变化。曾经聚

集各类专业市场，却在城市现代商圈方面没有

发言权的城北，迎来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商业蝶

变，城北现代商圈将以此为起点发展壮大。

金牛万达广场被公认为是城北商业面貌

改变的一个缩影。以此为起点，位于五块石板

块的龙湖·北城天街30万平方米购物中心也将

于明年开业，其目标定位为成都业态最全的一

站式购物中心；位于北三环大丰片区的福地广

场也将于近日开业，这也是大丰片区当前唯一

的一站式购物休闲娱乐中心……城北商圈雏

形初显。

从去年亮相至今，一年半时间，金牛万达

广场功缔造了单盘65亿的销售业绩，几乎每一

次开盘都遭到了疯狂的抢购，并且毫无悬念地

问鼎成都楼市2011年度单盘销售冠军，也创下

了成都楼市10余年来单盘销售的最高纪录。万

达在成都房地产市场开创的热销神话，或将在

很长的时间难以被超越。

城北居民对商业环境改善的渴望一直在

增长，如今他们的需求有了满足的可能———大

量专业市场的外迁，为商业环境的提档升级提

供了发展空间。金牛万达广场，集高档甲级写

字楼、时尚百货、大型电子娱乐城、星级酒店、

舒适华宅等综合业态为一体。它的开业则被视

为整个城北商圈提档升级的标志性事件，“原

先被专业市场环抱的人民北路上，有了西南最

大的IMAX影厅， 有了Zara、H＆M等时尚品

牌，都是北改的成果。”金牛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金牛万达广场这类项目将改变城市的商

业格局，极大提升区域商业品质。”

“北改”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面貌，城北

居民需要的不仅仅是居住硬环境的提档，他们

对生活品质提升的需求也需要得到释放，身边

的商业形态和品质亟须同步提升。 随着 “北

改”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商家看到城市改

造带来的机会，万达、龙湖、绿地等一线房企在

城北掀起了“造城”运动，一个以城北2.5环为

轴心，覆盖北二环至三环区域的高品质商圈正

在形成。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逛街的潮妹儿，那你今

年一定潮翻山了。那么多城市综合体的购物中

心都纷纷开业，从年头到年尾，光是逛新场子，

都简直停不下来哦。掰着指头数一哈，5月11日

万象城开业；9月20日， 成都九方购物中心开

业；9月23日，成都来福士广场开业；11月29日，

成都奥克斯广场开业；12月22日， 金牛万达广

场隆重开业……简直要逛得脚痛！

成都零售商业地产的竞争激烈程度在全

国都算位居前列，仅仅第四季度入市的金牛万

达广场和奥克斯广场就为市场新增40万平方

米零售面积，全市优质零售商业存量，因此增

加13.1%。近两年来，商业地产大行其道，大型

城市综合体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这场混

战中， 开发商也意识到商业创新的迫切性。为

了打造高品质商业， 进一步提升商业价值，以

城市综合体为代表的大商业项目已经全面应

战，商业定位、规划、运营模式等都展开了彻底

升级。而2012年，正是商业地产创新和升级之

后，首批递交答卷的综合体集中上市。

它们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它们血统纯正，出身名门。万象城、来福

士、金牛万达广场都是知名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品牌，在全国多所城市复制，均有良好的销售

业绩和经营管理做支撑。 万象城由华润打造，

来福士则由拥有众多资源的凯德置地打造。

它们填补了区域的商业空白。万象城填补

了城东的高端城市综合体空白，来福士广场是

人南一线，而金牛万达则结束了城北缺少大型

城市综合体的历史，九方购物中心和奥克斯广

场，则为城南金融城一带，贡献了区域的商业

配套。

它们更注重体验式的购物环境。从外立面

到内部的商家布局、餐饮和百货比例等，无不

精心设计。 来福士由世界知名建筑大师斯蒂

芬·霍尔担纲设计，以三峡为灵感，清水混凝土

的外立面独一无二。而来福士、万象城、金牛万

达广场、九方购物中心和奥克斯广场，都引入

了众多知名的餐娱商家， 增加了这部分的比

重。这和传统商业以“购买”为主要目的的商

场不同的是，新型的城市综合体，已经从“购

买”转向了“体验”，人们在此一站式消费，吃

喝玩乐买，才是综合体的终极目的。

2012年，或是一个序幕，未来，还将陆续有

大型城市体交付和开业。但2012年，由于万象

城和来福士，它又是一个值得铭刻的高点。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城北面貌改变的一个缩影

城市综合体的序幕和高点

COCO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我跟我

妈实在是很难解释，60岁的她理解不了这

既不是一个住宅小区的名字，也不是一家

开发商的名称，但这几个字母在楼市硬是

火了一整年。如果你还没搞清这几个字母

的含义，这里算给你最后补一课。

COCO是蓝光地产今年推出的住

宅产品系名称，也就是说，不止一个楼盘

有COCO这一头衔。蓝光从今年6月推出

COCO金沙之后，陆续推出COCO时代、

COCO蜜城、COCO锦绣。别小看这四个

楼盘，仅仅是下半年，COCO四个楼盘一

共卖出6000套住房。

对于楼市而言，COCO太具有解剖

价值。除了产品竞争力之外，COCO开创

了成都楼市的时尚消费潮流， 它就像楼

市里的ZARA、H&M、宜家，高品质、设计

感强，但并不意味着高价格，率先将快销

理念引入到房地产行业。

在服饰行业有一个术语，叫做“前导

时间”。所谓“前导时间”也就是服装品

牌将产品从设计到把成衣摆上柜台出售

的时间。 中国服装业一般为半年以上时

间，但ZARA却能做到惊人的7到12天。在

房地产行业蓝光就是ZARA，从拿地到开

盘别人至少半年以上，蓝光“前导时间”

缩短到3个月， 时间优势最终转化为成本

优势，而成本优势就是竞争力。

当用时尚快销业的视角来看今天的

房地产市场，你也不难发现，原来房地产

也有时尚款、流行款一说。去年还流行的

大户型、大平层，今年不好走了，前年大家

都在抢购低密住宅， 但今年没人买了。蓝

光再度依靠自己的速度优势，做出来的产

品就是比别人新颖、时尚、漂亮，你说他能

不热销吗？

年初蓝光推出COCO金沙50多平方

米三房户型的同时，立刻有同行站出来

批判，说蓝光只是模仿、是复制，就算那

是复制， 但半年下来学生变成了老师，

整个市场反而都跟着蓝光学如何做

COCO，甚至还有同行请来专业机构研

究蓝光撰写COCO产品市场调查报告。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引发成都高端物业竞争

费尔蒙，全球四大奢侈品酒店管理集

团之一，超过100年历史，在全球56个地方

拥有产业， 管理全球95座奢华酒店。2011

年，继费尔蒙酒店落户成都后，再次与棕

榈泉联手打造成都首例国际品牌酒店公

寓———棕榈泉费尔蒙国际公寓。

2010年年底，高端世家棕榈泉落户成

都。2011年， 棕榈泉控股亮出的第一张牌

便是签约全球六星级酒店费尔蒙酒店管

理集团， 这是费尔蒙在布局中国的第四

座、中国西部第一座酒店，标志着成都迈

入全球商务一线目的地。

2012年，费尔蒙与棕榈泉地产再度联

手，在成都打造首例国际奢侈酒店品牌公

寓， 由此拉开高端物业市场竞争的新方

向。据了解，该物业亮相一个月内便热销

过百套，在成都引发连锁反应。与此同时，

世贸、棠湖、银泰、复地对外宣称，将在旗下

新项目中引入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打造高端

酒店公寓。

吉信行方圆置业总经理潘海认为，较

之传统酒店公寓，棕榈泉费尔蒙国际公寓

打破了传统“产权式酒店公寓”的概念，

尤其是摒弃了那种自杀式的投资方式。因

为， 这种产品售卖的一套完备的体系，而

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建筑空间。 同时，

在全球一线市场已经证明，高端酒店公寓

的主力购买人群是明星、企业高管、外籍

人士等精英阶层。譬如，北京知名酒店公

寓柏悦居，吸引了姚明、章子怡等明星入

驻。

来自全球一线市场的数据显示，在北京

国贸、上海浦东、美国洛杉矶等区域中，高

端酒店公寓的在高端物业市场中的售价

最高。更关键的是，在二手房市场，国际品

牌酒店公寓与高端住宅的价差越来越大。

北京四季世家酒店管理公司负责人梁青

告诉记者，整个北京市场，高端酒店公寓

的供应套数不到2000套，但高端住宅楼盘

1000个。这说明，高端酒店公寓对地段、品

牌、细节的要求更高。

在成都加速国际步伐、迅速融入全球经

济大潮时， 成都的外企人士越来越多。一

直致力于为成都外籍人士提供房屋租赁

服务的麦克斯林的管理层亚当说，“成都

能够满足外籍人士需求的房屋太少。”事

实上，这也是促成费尔蒙再度牵手棕榈泉

的重要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将快销理念引入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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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近六个月销量走势图

在这波“小阳春”的暖流中，北京现代

的表现非常抢眼。今年11月，北京现代单月

销量达到公司历史最高值———90888辆。并

且，纵观过去的6个月销量，北京现代基本保

持了稳定的环比上升势头， 在稳固行业第

四位的位置同时也进一步缩小了同前三名

的差距。在形势严峻的2012年车市，这样的

表现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沧海横流方显本

色”，在市场逆境中更能检验一个品牌的真

实实力。北京现代坚持品牌提升战略，依靠

优秀的品质和新品的强力拉动， 成为这一

年中国汽车市场上最大的赢家之一。

全面开花，

北京现代展现“花样年华”

“金九银十”之后，北京现代缘何能再上

一层楼，取得月销量破9万辆的佳绩？分析一

下11月的成绩单，可以发现，北京现代正步入

一个全面开花的“花样年华”。

首先看时下最为火热的SUV领域，ix35

正在继续升温。11月， 北京现代ix35表现优

异，销量达14580辆，环比增长16.46%，一举

跃升到冠军宝座。 这次超车好比是在高速

行驶中再次深踩了一脚油门， 其酣畅淋漓

的快感不言而喻。 前11个月，ix35累计销量

已经达到94314辆，全年破10万辆已经是定

局。小型车领域，瑞纳风光依旧。11月，瑞纳

销量实现18977辆，环比增长18.64%，继续

稳固第二位， 前11月累计销量则高达惊人

的187105辆，同比增长56.61%。考虑到排名

第一的赛欧在价格区间上全面低于瑞纳一

个档次， 瑞纳实际上已经是7万-10万元级

小型车当之无愧的王者。

再看北京现代的传统优势领域中级

车，“王者归来” 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今

年8月底上市的中级车新锐座驾朗动表现

不负众望，从上市第一个月起，就实现销量

破万，在接下来几个月更是连续环比增长，

11月，朗动完成销售18910辆，和悦动一起

跻身中级车TOP10行列。朗动的畅销，不仅

帮助北京现代成功收复了中级车的阵地，

也进一步提升了北京现代的品牌形象。如

果将“朗动+悦动+伊兰特”的11月销量合

并， 北京现代在中级车领域实际上共完成

了4.4万辆的业绩，中级车霸主名不虚传。另

外，上市已经4年的悦动，今年1-11月累计

销量突破20万辆，让人在感慨“宝刀不老”

的同时， 也更加看好北京现代的产品竞争

力。在中高级车领域，第八代索纳塔表现沉

稳，11月销量为7595辆，位列第10位。回顾

过去的10个月， 第八代索纳塔始终是中高

级车TOP10的常客， 在没有展开大规模专

门促销的情况下， 依靠自然销售拉动和口

碑效应达到这样的水平， 第八代索纳塔卓

越的产品实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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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渐入

严冬， 但中国车

市却悄然迎来了

一波“小阳春”。

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统计分析，

2012年11月，乘

用车市场表现明

显好于上月，当

月环比和同比均

呈不同程度增

长 ，1-11月 ，乘

用车累计销量达

到1403万辆，预

计全年将稳超

15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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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销破9万，

北京现代单月销量再创历史新高

北京现代朗动

北京现代全新胜达

品牌飞跃，

北京现代演绎“壮志凌云”

在希腊神话中， 同山上的滚石反复

斗争的西西弗斯， 其不懈努力的精神令

人印象深刻。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北京

现代也像这位希腊神话中的神一样，为

了实现品牌形象的飞跃提升， 向中高端

汽车领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矢

志不渝。 北京现代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回

报。2010年上市的ix35已经在SUV领域站

稳了脚跟，2011年上市的第八代索纳塔

则实现了北京现代在中高级轿车领域首

次跻身“万辆俱乐部”并在2011年年底

收获了多项媒体大奖，实现了销量、美誉

度双丰收。

在第八代索纳塔、ix35等中高端车的

拉动下， 北京现代品牌形象有了大幅提

升。正得益于此，今年11月，北京现代获

得了由CCTV颁发的 “2012中国年度品

牌”的称号，和北京现代一并入围的品牌

还包括红牛、加多宝等脍炙人口的品牌。

北京现代深谙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

道理———2012年， 继续在中高端新品上

面做文章，4月发布定位于中级车高端细

分市场的朗动，11月发布定位于全尺寸

豪华SUV的全新胜达， 进一步显现了公

司拉升品牌的雄心壮志。

“北京现代只做有把握的车型！”北

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李峰表示，“我们对

于新车发布有固有的步骤和计划， 在对

市场有精准的了解后， 才制定车型发布

计划，确保上一款就成功一款。”李峰所

言非虚。朗动刚刚上市4个月，销量已经

达到6.4万辆， 创造了国内全新车型上市

的一个新传奇； 而全新胜达尚未正式销

售就已经大热，全面的产品竞争力、市场

的高关注度让这款全尺寸SUV有了同汉

兰达抗衡的资本， 也为北京现代品牌进

一步发力提供了强大的资本。

2013年的新年钟声渐近， 在完成月

销量逾9万辆的历史最好成绩之后，北京

现代即将迎来本年度的收官之战。 相信

在12月的数据出台之后， 北京现代会收

获一份满意的全年成绩单， 也让人们对

北京现代的来年表现有了更多的期待。

（刘逢源 图据品牌）

（销量 单位：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