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两房供应真空多时

南城都汇 御天下破局亮相

数据显示，2012年成都市主城区商品户

均成交面积在近80-100平米面积段。 而在城

南桐梓林， 在售户型却主要为三房到四房等

大户型为主，两房的供应非常有限，即使是少

量无景观或临路的边角两房， 也成为区域的

抢手货！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大户型产品横行的

城南市场，两房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不言而

喻。2012年， 南城都汇就曾以四期盛御的两房

横扫市场，以全年2000多套的销售业绩，荣列

成都楼市单盘销售三甲之列。且正因为产品的

稀缺，南城都汇的两房价格也节节高升。而在

南城都汇盛御两房告罄后，区域两房供应又进

入真空期！步入2013年，备受关注的南城都汇

又有大动作了， 全新升级新品御天下瞩目登

场，它是南城都汇盛御之升级续作，其无论在

产品规划、户型配比、功能景观还是配套设施

均有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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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房住出豪宅舒居度

“我以前只晓得南城都汇地段、配套、户

型设计好，没想到御天下景观也完全超出了

我的想象！” 退休的张阿姨老两口很看重社

区绿化，也想和女儿一家刚好是一碗汤的距

离。女儿女婿买的盛御，这次御天下的景观

坚定了他们下单的决心：中庭水景两房正合

适，而且就挨着幼儿园，以后送孙子上学也

方便。"

� � � � 御天下外享约60米宽，70余亩的阔景绿

廊；内拥欧式风情园林。宫廷中轴对仗式布局

设计，升级巨献的2大核心“宽”中庭中轴水

域，包括6条精致小品水湾及6重观景园林小中

庭，住户可以在此尽情享受更多的亲水、亲地

空间。

以二房的价格就能享受其它项目三房甚

至更大户型才能享受的舒居度。城南繁华核心

区域内,�御天下极致稀缺中庭水景两房，让两

房也拥有豪宅般至尊享受。项目位居城南正南

方位，四面环景,双中庭的奢享,超过约75%全

中庭房源， 户均绿化面积比前期高出约70%，

超过半数房源为亲水户型，南北通透，让生活

每天都充满阳光。 中庭两房拥双园景双水景，

可享约270度水景、约60米开阔中庭绿化；首层

花园阳光两房，带超大私享花园，享城市里的

花园生活；顶层天际两房可多约80%的屋顶空

间,享无限视野空间。在繁华中心的桐梓林，享

受繁华中的静谧，75%的两房享中庭，60%的房

源享水景，让两房享豪宅所享，御天下备受追

捧，实属必然。

拥有御天下

城南繁华在脚下

城南楼市荟萃着成都最顶尖的开发商、最

优质的物业、最诱人的优势，这也直接导致了

过半数的买房人都会将置业目光投向城南。面

对城南楼市宽泛的基本面，一套成熟的置业法

则：区位地段、产品规划、社区氛围、配套成熟

度四大指标，必然在重点考核之列。而南城都

汇正通过一套物业最大化占有城市资源、分享

区域配套以及优质生活，席卷成都楼市。

御天下占据南城都汇的优越区位，更是尊

享成熟中的成熟， 项目是南城都汇内资源最

优越的旗舰地块，距离地铁1号线高新站仅约

300米，最靠近地铁，距离现有成熟配套路径

最短， 全体系升级享受系统令居住舒适度倍

增。

城南250平方公里丰盛配套， 御天下的极

致繁华近到推窗即见宜家， 出门就逛殴尚超

市、凯丹商场、九方商场、国美电器商场、苏宁

广场、富森美家居店等新天地商业圈。5分钟到

桐梓林、 紫荆生活商业圈；8分钟享受神仙树、

玉林生活广场的生活欢乐；10分钟领事馆区、

金融中心的商务风情；15分钟体验世纪城、大

源组团的生活情调；20分钟畅游新天府中心。

83.8万特供批次全城争藏

应急加推

为满足城南企业的大量团购需求，御天下

上周六推出“城南企业团购行动”：凡城南企

业员工，当日交纳诚意金，即可以83.8万的价

格抢占限量推出的特供批次两房房源的资格；

消息仅内部发布后，载至周日，40套特供房源，

已有近200意向客户交纳该批次房源诚意金，

且咨询人数仍在不断暴涨； 为平抚客户需求，

南城都汇将应急增加最后40套83.8万特供单

位，最后特惠，绝无仅有！

随着楼市热度的提高， 需求越来越旺盛。

一位登记客户曾数十次到访售楼部，询问何时

开盘，说是做地产的朋友帮他从区域、配套、产

品、未来发展等方方面面综合比较，建议他选

御天下错不了； 一位购买了新街里商铺的客

户，希望能以能为其公司旗下高层提前预留房

源， 以确保能顺利实现他对员工的激励计划，

也更方便日后工作和生活……

关注南城都汇的人都知道，御天下不仅是

2013年迎合市场需求之作，更是在区位、景观、

配套等全系提升的升级之作。最后拥有城南珍

稀中庭水景房源的机会，一面世即受到市场的

高度关注和热烈追捧，轰动是必然的。

御天下最新动态：

御天下诚意金收取及金钻卡办理中：

现在办理御天下金钻卡及交诚意金客户

可享

2%

折扣优惠；

已办卡及交诚意金客户再介绍朋友办卡

及交诚意金，双方可同时提升优惠至

3%

；

已成功办卡及交诚意金客户于

4B

期开盘

当天成交（

MS

）每套房均赠送

iphone5

一台。

（团购活动特惠不可同期享受，更多优惠

详情可咨询销售现场置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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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就看御天下

2013年初，自新街里率先首次发声推出铺

王系压轴产品后，近期新街里黑钻会客厅人气

高涨，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销售中心打烊，仍

车流集聚、人流如织，更有北上广深四大一线

商家频频出现。据闻近日，一位投资客专程从

上海打飞的赶赴成都买铺，4天时间看遍成都

所有商铺，最终落定新街里。目前，新街里内街

铺王已极速完美售罄，约200-1000㎡千万级主

街广场铺王震撼钜献，收官20席，全城仅此。

桐梓林宣言：

新街里推动商圈、居住双提速

近日， 成都城南片区不仅新街里的人气

旺，南城都汇新品御天下销售现场也是络绎不

绝，众所周知，商业市场和住宅市场向来分不

开，商业发展可以带动住宅价格的飙升，住宅

人气则能保障商业氛围。 据专业市场分析监

测，新街里每多成交一套商铺，毗邻最近的南

城都汇项目便多达约20套左右的住宅成交，也

即是说新街里影响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商业

格局，更是带动了一个区域的居住价值，成为

片区住宅提速的有力推手。在新街里的强大利

好支撑下，周边楼盘均价迅速提价，现在南城

都汇的业主只要谈到房价，一脸掩饰不住的喜

悦。

“新街里之于南城都汇，好比万达广场

之于城东，万象城之于24城，新街里交付使用

后，南城都汇御天下更要迅速提升！ 别人用了

几年的时间塑造一座商业， 影响一个区域，而

新街里只用了6个月时间。目前，不仅仅是新街

里品牌商家期待新街里， 周边高端楼盘住户、

桐梓林商家、城南消费者等都在强烈期待新街

里。” 一位专业地产机构负责人这样给出答

案。影响成都最有影响力的区域，改变财富重

地消费格局，新街里，当之无愧成为2013成都

商业的绝对明星。

千万级买家宣言：

从“一铺难求”到“一铺难租”

探密新街里热销背后的原因，答案正如一

位刚刚下单1500万的买家所言：“桐梓林最后

的街铺，这一次不买就再也没机会了。”这也

是众多知名品牌纷纷买入的原因。2月中旬，新

街里铺王系压轴王牌产品即将重磅登场的消

息不胫而走，众多有眼光的品牌商家便将此视

为囊中之物，第一街、第三街千万级的买家、瞄

准新街里铺王系王牌产品的本土多家餐饮企

业、 一直在寻找城南高端旗舰店的知名品牌、

某知名投资财团在内的众多高端实力买家等，

开始了紧张的铺王争夺战。

一位去年第一批买入新街里第三街的投

资商家，坚决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抢到铺王系王

牌街铺，不光自己买，还带朋友亲戚一 起买。

原因是他半年前买的商铺， 按现在的趋势，已

可获得近40%的收益，听说，目前最高涨幅已

达55%。

街区商业本是成都人最喜爱的消费模式，

商街铺面租金也是最高的，然而春熙路、宽窄

巷子均无铺可售，预计在成都未来10年也很难

有新街里这样的街铺出现，更何况在国际城南

最成熟的门户板块， 新老富庶的核心聚集地。

据悉， 一些专业投资公司甚至将抢新街里的

商铺专门立项。 金小姐从事商业地产投资多

年：“买新街里商铺一定要快、准、稳，看铺要

快，要准确锁定铺位，资金一定要稳当！否则只

有错失良机。”

“按去年2个月卖3条街的抢铺速度来看，

这一批极其珍罕的铺王极有可能在3月底就迅

速被‘清盘’，这也意味着3月，新街里将会刮

起飓浪旋风式的一股最大经济 ‘浪潮’！”知

名商业投资人士这样说道。 所有买家都深知：

最后的新街里，不是一场资金的战争，而是一

场事关进入和掌控城南财富核心的幸运者的

游戏。更有投资商家称：“为避免抢不到铺王，

不得不提前进行租客预约登记，按目前的趋势

来看， 新街里出现一铺难租的局面已成必

然。” 毕竟，桐梓林准现铺人人可见，而新街

里最后一桶金，却只属于极少数人。

品牌租客宣言：

钱在工作，我在休息

众所周知，新街里买方阵容强大，不仅有

被称为“中国最会赚钱的上市公司”的建设银

行及同等地位的银行选择进驻，被业界称为商

街投资风向标。另外，餐饮巨头、豪车品牌、知

名酒庄、连锁咖啡、超市等跨越十大行业的知

名品牌抢先买入，而且桐梓林、鹭岛国际、一品

天下的投资者和商家更是集体抢进。 除买家

外，品牌租客对新街里的热捧程度更是令人咂

舌。据了解，目前已有大量的品牌租客进行预

租登记。平均单铺预约登记率为1:3左右，其中

铺王系产品的消息一经传出，品牌商家们更是

蜂拥而上， 其中1个铺王多达10个品牌租客排

队。预约率高达1:10，这也意味着一个铺王，多

达10个品牌租客等待候租！

铺王推出的消息让租客登记数量每日急

速膨胀升温，按商家自己的预判，此次铺王系

的推出，必然会迎来更多的品牌商家，待铺王

自营商家落定后，必然会提升投资商家的租金

收益。另一边则是几百个品牌租客虎视眈眈盯

着新街里求租，租客表示无论如何要在新街里

租铺，只要有就可以，这些行为也更加坚定了

买家的信心。

就连对区域和周边最了解的南城都汇业

主也加入进来，争做家门口的生意，希望赚桐

梓林的高端商业优势。 目前新街里外立面已

呈现，很多周边业主看到已呈现的街铺、以及

近6000㎡的广场， 加之对未来旺盛消费力的

胸有成竹，为商铺投资找到了信心，所以抢着

在新街里预约登记租铺。有人说，现在成都晚

上最忙的人不是交警，而是新街里的保安。这

虽说是一句调侃，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众所

周知， 投资商业除了关注它白天的商业氛围

外， 晚上的人车流量等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这也造成了晚上到新街里看铺的人

也非常多。

千万级主街广场铺王收官

花落谁家引关注

商铺没有庞大体量不成规模。没有超长展

示面不成气候。真正的顶级优质商铺，一定要

具备几大特征：1、体量适中，不能太小，不能太

大；2、展示面要好，临城市主干道，易通达；3、

人流通达便捷，出入口多；4、进深开间比适中；

5、有附加功能，例如广场、休闲地带等。

纵观新街里铺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

仅将成为成都商铺史上的一个颠覆之作，更将

以高等级的规划重新定义何为“铺王”。真正

的城市级主干道旺街，城南人气24小时在这里

聚集；约6000㎡广场，人潮源源不断；1公里展

示面，四面都能吸纳来客；中国专业地产研究

机构房地内参负责人尹香武 （半求） 断言，

“此次新街里千万级主街广场铺王的面世，意

义非同寻常，除了在市场上再次掀起一股经济

浪潮以外，或将促使成都商业地产走向一个巅

峰时刻。”

（刘瑞国）

成都奔向1.5线城市，

新街里铺王抢滩登陆

千万级买家争相竞逐，收官20席花落谁家？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刘瑞国

贵宾专线：028-8888 7888

和记黄埔地产一直秉承稳健、 务实的作风，

持续开发多元化优质房地产项目，务求全方位诠

释世界同步生活质素。希望凭籍先进的国际化设

计、开发经验及理念，丰富而专业的物业管理水

准，打造城中之城，善待业主 ，全力配合主流人

群，为安逸而繁荣的成都增添最为耀眼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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