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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生态之城

实现城北人水居梦想

城市向北的趋势，日益明显。更

宜居，更生态，更商务的城北，将是城

北发展的方向。

2400亩北城·世纪公园， 正是要

在城北实现一座公园之城， 生态之

城，实现城北人的高端低密，公园水

居之梦。用联排、叠拼和花园洋房，满

足城北的高端居住需求。4月，即将华

美呈现。

为了实现城北的公园梦， 北城·世

纪公园可谓精心打造。规划之初即提

出以生态为基、景观为要、文化为魂

的开发理念，依托濛阳河建立绿色环

保体系，以柳树、枫树、香樟、银杏为

主要的复合速生林带，与此同时各个

植被体系又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景观

层次，由植被造景群落塑造每个季节

的典型特征。如春季利用：垂柳、白玉

兰、紫玉兰、桃花、海棠、紫丁香、虞美

人营造春花烂漫的景观。夏季利用银

杏、紫薇、合欢、石榴、金丝桃、美人蕉

等营造绚烂多变的景观。秋季利用桂

花、三角枫、万寿菊、石楠等植物营造

金叶灼灼的景观。 冬季利用红梅、绿

萼梅、白梅、腊梅等树木营造花香扑

鼻的景观。

致力于一座新城的打造， 城市功能

格局的改变，城市功能的完善，是北城·

世纪公园， 作为城北第三大高端板块的

责任所在。

一直以来， 城北的教育资源都很稀

缺，随着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发展进程的加

快， 越来越多的高端人群入住城北片区，

这个矛盾显得日益紧张。 而北城·世纪公

园，则与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橡树屋幼

儿园等优质的教育资源签约。0-18岁的优

质教育体系， 是北城·世纪公园对城北的

献礼！

作为全美幼教协会成员， 橡树屋幼

儿园采用国际化的教学理念， 小班制教

学、浸入式双语教学，致力于培养孩子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成都人耳熟能详的名校成都嘉祥

外国语学校也强势入驻。该校师资力量雄

厚，其优异的教学成绩有目共睹。在2012

年的高考中，文、理科重本率和平均分均

居全省第一，初中教学质量更是在2012年

达到了全市“七连冠”！这一次，它来到城

北！嘉祥外国语学校北城校区占地100亩，

建成后将是嘉祥外国语学校在城北的巅

峰之作。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共设60

个班，现代化的教学楼、国际标准的体育

配套设施。优质的教学资源，将直接为城

北教育升级提档！

（刘婷）

北城·世纪公园

万人植树，共造绿色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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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改”工程轰轰烈烈地进行，随着商

贸市场的外迁，随着北湖等规划的公布，城市向

北发展的趋势已经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 更宜

居，更生态，更商务的城北，将是城北发展的方

向。 北城·世纪公园为了实现健康之城的承诺，

为了给业主营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同时也

为城北打造一个标志性公园， 因此组织了此次

植树活动。

城市的格局和功能在改变， 向南北均衡发

展迈进。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一大批开发商进入

城北开发，但大量的产品以品质刚需、首次改善

型住宅为主， 还有一些则致力于城市综合体的

打造，提档城北的商业配套。

虽然和传统的城北居住品质相比， 已经有

较大提升和改善，但拥有高端购买力的城北人，

更渴望低密舒居产品作为终极置业。 与强大的

购买力， 渴望改善居住环境的强烈愿望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当前城北的高端舒居项目和板块，

与城南相比明显稀缺。从目前来看，已经呈现和

在售的，仅有北198区域、万科·五龙山两个高端

板块。而城北从来都不缺乏购买力，稀缺的是真

正高端舒居的产品，拥有优美的居住环境、专业

的物管配套、高端的教育、酒店、商业资源配套。

在这一波城北造大城， 产品屡创新的开发

浪潮中，2400亩大型城市综合体北城·世纪公园

应运而生， 宣告城北第三大高端置业板

块—————濛阳板块崛起。

在城北造大城、做高端，显示了开发商

的前瞻能力。北城·世纪公园由北京合展集

团下属成都泰和置地开发， 北京合展集团

是一家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型企业集团，拥

有40多家控股、参股企业，实力雄厚。

很显然，泰和置地的雄心并不仅限

于此， 而是要在城北建一座舒居之城，公

园之城，生态之城。

2400亩北城·世纪公园将成为密集

的公园群落，公园之城的理念，贯穿整个

项目。泰和置地的打造标准是：步行每5分

钟就要有一个精心打造的公园，做到移步

换景，步步是景！

围绕贯穿项目而过的濛阳河，将精

心打造滨河公园， 用美丽的叠水景观，实

现城北的水居梦想。南北体育公园、4个街

心公园、16个社区公园绿地……北城·世

纪公园将成为城北超大的公园群落，水系

的完美利用，公园小品的精心打造，连植

物的如何搭配都精心设计。

开发商甚至还创新性的引入了 “养

生园林”的概念，将一些具有空气净化、

药用价值等各种功能的植物，经过搭配进

行栽种，以达到园林养生，人与自然平衡

协调的生态居住效果。

居住在此， 推开窗户或者随意走

走，满目绿色植被，尽情呼吸清新的空

气，享受自然健康生活。

北城·世纪公园占地2400亩， 它并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纯住宅社区，而是集合了

居住、旅游、商务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

体项目，旨在提升城北的城市功能和居住

功能。项目的高端理念之一是要在城北构

建一座公园之城， 其整体容积率低于1.5，

其会所定位高端，无边际泳池，从室内一

直延伸到清澈的濛阳河边， 带来极致体

验。而超星级的酒店配置，全总统套房的

配套和设计，充分满足业主的高端商务和

宴请需求， 填补区域的高端商务配套空

白，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这里也将成为城

北商务、会议、国际性活动的中心！

首期产品占地约400亩， 是城北非常

稀缺的联排、 叠拼和花园洋房纯居住区，

容积率仅1.0，非常罕有！预计首批次将以

700余套房源入市， 将成为城北超高性价

比终极置业的标杆。 首批次产品预计4月

中旬就将开盘，充分满足城北对于高端低

密居住的需求。

健康之城 共同营造良好居住环境

公园之城 步行5分钟就有一公园

低密舒居 首期联排、叠拼、花园洋房容积率仅1.0

教育之城 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橡树屋幼儿园入驻

严于律己，诚信为先；遵守法律法规，遵守

职业道德；保证商品房销售手续合法；保证商

品房质量合格；保证商品广告真实合法；保证

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平等合法；保证按约定期

限交房；严格履行承诺，信守合同，依法纳税。

参与单位

成都泰和置地有限公司

诚信

宣言

特 别 维 权 行 动

3·15

“顾客有批评是好事啊，这说明顾客是在
乎我们的，希望我们做得更好。”谈到批评，今
井诚并未采取回避的态度，反倒给出了这样
的回答。“相较于表扬的话，其实批评的声音
更是伊藤所需要的，我们将这些声音视作伊
藤成长的养料。如何汲取营养，继而保证健康
成长，这是保证后续经营的关键。”伊藤业务
科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细心地搜集每一条

来自顾客的意见或者建议，店长会亲自给顾
客做出回复，所有的回复都会张贴在店内的
公示栏里面。 “这个过程，我们同样要求要
诚实以待。问题和不足谁也不能保证完全不
出现，解决问题的态度因此更为重要。能当天
解决的我们决不拖到第二天，实在有特殊原
因无法通过伊藤解决的，我们也会诚实地与
顾客沟通。”

关于“服务”，可以说伊藤洋华堂的到来为
成都卖场注入了新鲜元素，让成都消费者感受到
不一样的购物体验。“服务”也成为伊藤的一块
金字招牌。对于在成都市场受到的极大认可，今
井诚以谦虚地态度称，“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完
美，服务是条永无止境的路。”他坦言，“虽然现
在与初来蓉时有很大的进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功。但对于伊藤而言，我们永远要以学习的心态
去不断完善，面对这个行业，更是面对顾客。”
对于员工的教育，伊藤坚守着伊藤雅俊创

业时的精神———抱着感恩的心去面对顾客。
“只有怀揣这样的心，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员工

的脸上露出的是真诚的笑容，我们提醒自己时
刻铭记‘我们的工资来源于顾客’，这样才能保
证服务是出自于内心的驱动。”

在伊藤天天都是“3·15”
“忠诚”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成都伊藤洋华堂总经理今井诚

今井诚总经理迎接顾客

对于目前零售商家与顾客的最主要 “矛
盾”，今井诚给出的答案是：“消费者日益变化的

需求，和商家满足需求的速度。”对于此，今井诚
说顾客不可能对一家商场 100%的满意，假设完
全不存在矛盾，那么整个行业也就无发展可言
了。如何解决？今井诚说，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顾客的角度，我需要什么？卖场还有什么需
要改进？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多了。”得出这样的
“假设”后，在卖场上实施，再进行验证，如果获
得了经营上的成功，继而举一反三应用到更多的
领域。“只有走在顾客需求之前，才能赢得业绩，
业绩就是顾客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度的分数。如果
只是站在自己工作方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会
和顾客的距离越来越远。”

去到成都伊藤各家门店的每层楼和服务
台，都可以看到“顾客之声”反馈信箱。这里提
供笔和信纸， 你可以将你任何的意见或建议
告诉伊藤。 伊藤说：“您的信任是我们成长的
动力。您的期望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愿意
为真正实现顾客第一而不懈努力！。 ”当然，这
样的信箱并非摆设， 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收
集汇总， 店长每天必须的工作之一就是倾听
顾客的声音后，并及时进行回复和对应解决。

在伊藤，倾听顾客的心声是每个员工的工
作，从董事长、总经理到营业员、保洁员，每个
店都有自己的“顾客粉丝团”，有自己的固定老
顾客。 员工和顾客如同朋友一般，有些顾客即
使不买什么东西也喜欢来店内逛逛、 坐坐，和
熟悉的员工打打招呼。

除此之外， 伊藤还在各店设有顾客品质
监督员，主动询问顾客意见，每年定期和不定
期地举办顾客恳谈会，这是伊藤的传统，已经
坚持了

16

年了，而在本部还设置了“顾客相
谈室”，以便更好的倾听顾客意见。

“重视每一位顾客”，让顾客在伊藤的每
个店都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是我们永远追求
的目标。

(

彭运）

每年三月，“服务”“商品质量”“诚信经
营”等词汇成为卖场被关注的焦点。谈及服务
和诚信， 在成都有一个名字是绕不开的———

伊藤洋华堂。无论你是否是他的忠实粉丝，哪
怕只是经过成都， 也应该听闻过这个在成都
取得辉煌成就的商场。服务相当周到细心、卖
场环境永远保持整洁舒适、 食品超市品类多
样且选择丰富、 衣料商品提案花样繁多……

若要检验这些褒奖之词的真实性， 你只需随
便挑一家伊藤在成都的门店， 人气火爆的现
场就是最好的答案。

来蓉
16

个年头，伊藤洋华堂保持着
稳健的开店速度。 门店越开越多，但并未
出现客人被分流的现象，反倒迅速赢得周
边居民的喜爱， 成为该区域的人气卖场，

高新店就是一个例子。

排长队等候开门的盛况、节假日人山
人海的景象，这些已经成为成都伊藤的符
号。是什么让伊藤和消费者建立起如此稳
固的关系，是什么让消费者如此信赖和支
持伊藤？成都伊藤洋华堂总经理今井诚用
一句话对此进行了解答：“顾客至上、忠诚

于我们的顾客，这是伊藤坚守的经营理念。

我们用诚实和真诚，换来了顾客的信赖。 ”

而对于
3.15

，今井诚表示在伊藤，天天都
是

3.15

。 “我们不会刻意在三月强调这件
事，因为在伊藤看来，诚信经营、忠诚于顾
客是经营之本。对于员工也非只是在每年

3

月特别提醒， 而是在岗位的每一时刻都以
感激的心情，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

伊藤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搜集每一位顾客的心声
伊藤信箱

“忠诚于我们的顾客；忠诚于我们的股东、
商业伙伴及各地社区；忠诚于我们的员工”———
这三个“忠诚”是成都伊藤洋华堂的公司信念，
而“忠诚于顾客”被放置在了首位。其实，少有
零售卖场会用“忠诚”二字来概括与顾客之间
的关系。解读这里的“忠诚”，今井诚说：“销售
其实是心与心交换的过程，只有彼此交心才能
赢得最高的信赖度。忠诚是全心全意忠于对方
的概括，实则信守是伊藤诚信经营、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和严把质量关等各项承诺的表达。”

在今井诚看来，零售卖场和顾客的关系应
该是“朋友”，大家诚信待对方才能换取彼此的
信任，保证良好的往来关系。1997 年，成都伊藤
洋华堂春熙店开业，成为落户成都的第一站。开
业后，伊藤成为首家“全开架”的百货商场，当
时进出伊藤就无需寄包也可以与商品“亲密接
触”。今井诚介绍说，“既然希望和每一位顾客
成为朋友，并且期望他们对你产生信赖，那么首
先我们就必须要充分信任和尊重每一位到店的
顾客，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解读忠诚销售是心与心交换的过程

服务的苛求服务永远没有止境

面对批评视作伊藤成长的养料

和顾客的主要“矛盾”走在顾客需求之前给予提案
伊藤免费购物巴士服务

时尚整洁的购物环境

北城·世纪公园

千亩公园

湿地公园效果图

洋房效果图

濛阳河景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