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亩欧洲风情水岸小镇———剑桥小镇，

是蒲江城市副中心寿安新城的核心商住配

套，开发周期在6年以上。以纯正的欧式风情

整体打造，产品涵盖电梯高层、花园洋房、生

态别墅、精品酒店、滨河商业街、河心岛商业

公园等多种形态。

2012年剑桥小镇共销售房源500余套，

占到了整个蒲江房地产市场销量的30%以上，

并且剑桥小镇的成交客户中约40%来自蒲江

以外的区域。剑桥小镇缘何卖得如此之好，而

且能够吸引大批外围客户，通过一系列探究，

除了置信品牌效应之外，“区域价值+完善配

套+优质产品”是其畅销的三大法宝。

剑桥小镇由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倾力打造，青蒲发展隶属于成都置信集团，是

青羊发展

（成功打造中国总部基地标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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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总部基地）

的嫡系团队。剑桥小镇作为置信

集团在蒲江的开篇力作， 每一细节都用心雕

琢，品质毋庸置疑。寿安新城将被打造成为蒲

江的城市副中心， 拥有中国包装印刷产业基

地， 与世界500强博世集团等大型企业为邻，

区域发展极具潜力，升值空间巨大。

蒲江河与临溪河交汇于此， 长秋山与五

面山环抱四周， 河心半岛公园、 养生湿地公

园、滨河生态公园沿河而立。观山、亲水、揽公

园，万般风景，万般自在，居住环境得天独厚，

极其优越。 同时， 为满足业主的全面生活需

求， 除了已经投入使用的大型休闲广场、100

亩运动基地， 还将打造50000㎡滨河商业街、

酒店、影院、会所以及学校、医院等一系列生

活配套，无忧生活触手可及。

剑桥小镇二期临蒲江河而建，与130亩河

心岛公园以桥而连， 中庭花园逾10000㎡，最

大楼间距达135米，小区景观环境犹如景区一

般。500多套精品住宅， 每户均享超大赠送面

积，绝大多数户型设有独立赠送空间，两房变

三房、三房变四房……超高实用率的户型，自

然受到市场追捧。

此外，物业服务也是剑桥小镇的一大亮

点。 剑桥小镇聘请经验丰富的成都嘉善商务

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嘉

善商务服务面积近500万平米，包括青羊总部

基地、英国小镇等多个优质项目。目前，剑桥

小镇在售的二期一批次滨河瞰景高层已接近

清盘，因此，剑桥小镇不得不加快后续产品的

面市速度以满足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 二期

二批次预计今年4月将开盘销售，酒店、滨河

商业、 一二期底商等后续产品也将在年内全

面投入市场。

（刘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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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蓝光地产今年首个新项目幸福

满庭正式开盘，以当日销售5个亿的成绩震撼

整个成都楼市。

2012年， 蓝光C O C O 系列在成都楼市掀

起一股置业热潮， 创下多项成都楼市的新记

录。2013年，作为蓝光地产在今年的首个新项

目， 幸福满庭一经面世就引来业内外人士的

追捧，样板间亮相当日接待2000多人，创下成

都楼市到访新高；开盘当日接待4000多人、销

售5个亿的成绩，更成为成都楼市的又一销售

创奇。自此，蓝光地产拉开了2013年的惊艳表

演，必将成为成都楼市的又一新高度。

开盘当日接待4000多人 销售5个亿

幸福满庭不断刷新成都楼市纪录

2月23日，幸福满庭样板间开放，当日来

访人数达2000多人， 刷新成都楼市单日到访

新高。 而这仅仅是开始，3月16日幸福满庭开

盘，当天共接待4000多人，创下成都楼市当日

接待人数的又一新纪录。

“幸福满庭此次开盘共推出1175套房源，

这样的开盘量在成都已经是非常少见了。但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开盘当日就销售90% ，

消化了1086套，这绝对是成都楼市普通住宅销

售历史上的一个新高。” 资深业内人士表示，

蓝光去年推出的C O C O 系列备受购房者的追

捧，创下了一个又一个销售记录，没有想到今

年一开年推出的新项目就开门红，创下5个亿

的销售记录，为整个成都楼市提振了士气。

约56-83平方米创变3房“首置”家庭设计

蓝光民生地产备受市场肯定

说到幸福满庭的热销，这绝对不少偶然

事件，而是蓝光地产多年坚持民生地产的必

然。满足广大刚需群体需求，不仅让刚需群

体能够买得起房，而且能够买到好房，在这

样的民生理念支撑下，幸福满庭推出了“小

户多房”专门为成都“首置”群体定制的家

庭设计。

约56- 83平方米创变3房，蓝光3房户型

体现出了品牌开发商在户型研发上的独到

之处，刚需型产品赠送更大。在幸福满庭，

一户的最高赠送率高达30% ， 每个户型至

少多送1个卧室。而且，几乎每个户型皆有

半个客厅赠送， 客厅开间最大可达3.6米，

主卧开间至少保证3米以上， 最大化提升

居住舒适度。刚需首置，从幸福满庭起，直

接晋级舒居。

地铁站口旁 百亩大盘大配套

全面升级“首置家庭”居住便利性

幸福满庭， 作为城西唯一品牌开发商

的标准综合体， 在人居配套上享有一般楼

盘不可比拟的综合优势。 邻近大学城，幸

福满庭享受学区醇熟人居氛围和名校教育

资源，16所名优学校让所有成长型家庭不

再为孩子教育烦恼。 周圈滨河公园、 市政

公园等绿地设施， 也进一步提升着幸福满

庭的人居性。

更为重要的是，规划中的沃尔玛、家乐

福、人人乐等购物中心离社区仅约10分钟距

离；在幸福满庭社区内更规划了1大广场5大

商街等约20万平方米综合商业，3重商业体

系形成一站式BLO C K 生活街区， 生活十分

便捷。而离地铁2号线天河路站口仅约300米

的距离， 更让幸福满庭的便捷度大大提高，

2013下半年2号线西延线通车后， 幸福满庭

到市中心不过20分钟。

（熊沙杉）

今年5月，成都之南将诞生一座山水新城！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会展旅游集团了

解到，规划面积10000亩，开发面积3500亩的

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将在5月初步亮

相，包括五星级酒店和风情主题商业小镇等。

记者了解到，在会展旅游集团的战略规划中，

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被赋予了重大意

义：它是“未来城”计划的首个作品；它将集

合会展旅游集团的所有优质成熟资源， 包括

星级酒店、餐饮、旅游、会展、娱乐、主题小镇；

它集合了所有地产产品业态，包括低密住宅、

花园洋房、精装公寓、高层电梯、老年公寓等。

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黑龙滩长岛国

际旅游度假区的入市，不仅将再次延展城南

边界，成都市民也将新增一个城市近郊旅游

休闲度假目的地。综上所述，业界人士一致

认为，项目将是成都楼市2013年最值得期待

的城市级作品。

天生丽质

黑龙滩不红不行

据业界人士介绍，早在20多年前，黑龙滩

就常有成都游人光顾，只是囿于基建及缺乏相

关休闲度假配套等，多年来一直没有进行大规

模开发， 黑龙滩也因此淡出了成都市民的视

野，只有一些钓友还常去黑龙滩垂钓，但黑龙

滩极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却一直为人们口口相

传。对于这样一块城市近郊旅游宝地，坊间和

业内一直有期待将黑龙滩辟为市民旅游度假

目的地的呼声。如今，在会展旅游集团的倾力

打造下，黑龙滩将迎来第二次勃发的生机。

在会展旅游集团看来，黑龙滩拥有如今

成都其他近郊湖区所难以匹敌的优势

- - 310公里的湖岸线、23.6平方公里的水域

面积、85座湖岛、茂密的森林植被、丰富的水

产品等。如果翻开成都地图可以发现，一小

时车程距离内的近郊范围，拥有大规模山水

资源的地方，仅有黑龙滩。而因为山水资源

闻名全球的成都旅游目的地不下10个，譬如

青城山、峨眉山、九寨沟、黄龙等等。不过，这

些地方的核心景区都已禁止开发，已不可能

成为“度假+休闲+居住”的新城，但黑龙滩

却还有这样的机会。

5年前， 当会展旅游集团携国际知名团

队来到这片土地时，就被这里的山水资源所

震惊。据会展旅游集团员工回忆，一位来自

美国的知名建筑设计师，因灵感泉涌，在现

场就画了一张规划草图。经过5年筹备，黑龙

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终于从概念变为现

实。日前，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黑龙滩长岛

洲际酒店的主楼、亚洲最大的室外和室内泳

池、 风情商业主题小镇的主体工程均已完

工。毗邻酒店的网球场、足球场和体育公园，

已可满足基本使用。

站在高处眺望：一望无际的湖面，蜿蜒

的湖岸线，葱绿的岛屿，成群飞过的鸟儿，远

处巍峨的二峨山，绽放的花朵和清新的空气

……黑龙滩让人无法抑制内心的诗意冲动。

在业界人士看来，黑龙滩天生就是“旅游度

假休闲目的地”，“黑龙滩想不红都不行”。

5年磨一剑

黑龙滩长岛：中国山水城市综合体

2008年，会展旅游集团进入黑龙滩。

2009年10月，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

区项目正式开工。截至2012年6月，项目已完

成2个湿地公园地表造型，1000亩体育运动

公园基础工程，4.2公里生态观光大道路面

和景观打造已基本完成，风情商业旅游主题

小镇和五星级洲际酒店已经进入二装阶段

……

经过五年筹备、三年建设，黑龙滩将因

全新的功能和配套发生重大变革。 在会展

旅游集团到来前， 因为独特的山水资源和

庞大的蓄水量，被誉为“川西第一海”的黑

龙滩当之无愧成为充满景观天堂喻意的

“成都之南”。如今，会展旅游集团将整合

旗下优质资源及众多国际商业品牌来到这

里，由会展旅游集团首创的“中国山水城市

综合体”概念，即将在黑龙滩长岛项目上进

行呈现。对于这一全新概念，会展旅游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黑龙滩是“自然资源+近

郊旅游+度假功能+新生活模式”的复合型

新城。过去，这里有绝佳风景但无法让人留

下来，未来，黑龙滩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 建筑景观与生态风光相互映照的未来

健康新城。

根据规划，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

将建成集商务、会议、旅游、休闲、度假、地产

开发为一体的 “中国山水城市综合体”项

目，保守估计，建成后，这里将形成一座常住

人口达10万人以上的小型现代化生态城镇。

（陈柏喜）

12年12月28日， 华宇集团经62轮激烈竞

拍，拿下锦江区沙河堡片区85.03亩的南6、南

7号地块，该地块将缔造城东全能高端城市综

合体- -华宇广场， 成就城东首席高端生活

圈。1月7日，华宇再度出手，拿下龙潭寺场镇

片区牛龙路口63.58亩地块。 短短10天时间，

华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城北、城东两

幅地块，布局成都“东南西北”宏图浮现。

据悉，为答谢新老业主的厚爱，华宇地产

日前举行欧洲双人游抽奖活动， 凡购买华宇

地产旗下项目的购房者均有机会享受欧洲双

人豪华游，前往欧洲免费享受异国风情。

华宇·天府花城

62平方米中庭楼王小户，城西“称王”

今年春节前后，华宇·天府花城推出“史

上最牛小户”- - 62平方米中庭楼王，楼栋整

体南北朝向。向北，远眺全域成都，毫无遮挡；

向南，直面沱江河景；楼下俯瞰14000平方米

皇家中庭园林。立足百亩洋房大盘中央，尽享

洋房社区品质。 产品一经推出， 赢得城西瞩

目， 众多西区精英登门赏鉴。 春节前后20余

天，来访客户上千组，火热劲销过百套。

据悉， 华宇·天府花城傲居成灌快铁站

口，10分钟接驳犀浦地铁2号线， 通达全城。

其次， 作为大城西7500亩天府逸城首发项

目，毗邻高新西区。英特尔、华为、富士康等

国际企业相继落户，华宇集团应区域国际精

英所需，缔造英伦风情大盘。在园林景观方

面，重金打造英伦皇家园林。庄严的“皇家

哩”景观大道，由利兹、温莎、沃克里、安尼

克四大主题景观环绕，英伦皇家风范十足。

除此外， 华宇·天府花城同步推出

102- 163平方米“创新墅级洋房”，同样赢得

成都高端改善人群亲睐。在洋房首层和2层，

打造只有高端低密住宅才能拥有的入户花

园，营造出前庭后院的墅级庭院景观；同时，

独特的首层下跃设计， 形成可采光通风的

“下沉式庭院”。 部分楼层拥有6- 9米挑高，

一层可跃变三层。

华宇·楠苑，喜赢开门红

华宇·静苑问世，荣膺刚需之王

一直备受市场肯定的华宇·楠苑， 在华

宇集团的精工锤炼之下，已成为新双楠的品

质洋房代表。 目前， 华宇·楠苑所剩无多的

101- 175平方米现房更被列入珍藏之选：纯

板式质感洋房、一梯两户欧洲浓缩优雅生活

之精髓； 欧式皇家园林、300米景观大道、延

伸阔景露台，一切无需等待，立即可享。

客群定位于新青年的华宇·静苑，未做大

势推广仍受广泛青睐。 双楠板块醇熟商业配

套随心乐享， 紧邻地铁三号线、2.6低容积率

令生活舒适度大幅升级；华宇一向提倡“刚

需一步到改善”的置业理念，华宇·静苑70、

80平方米洋房系甫一问世即收到市场欢迎，

全面升级青年生活质素。殿堂级欧式园林、慷

慨的面积赠送，超高性价比一步到位……

2013重磅出击，补仓拿地

运筹城市综合物业，塑商业价值之王

今年春节前夕，华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豪夺城北、城东两幅地块，布局成都“东

南西北”宏图浮现；12年12月28日，华宇集

团经62轮激烈竞拍，拿下锦江区沙河堡片区

85.03亩地块， 将缔造城东片区全能高端城

市综合体———华宇广场，成就城东首席高端

生活圈。1月7日，华宇再度出手，一举拿下成

华区龙潭寺63.58亩地块， 将打造20万平大

型复合项目- -华宇·北城中央，为整个片区

提供更为高端、高效的生活配套。据悉，两个

新项目年底有望亮相。届时5盘齐发，可以预

见华宇在成都丰富的产品线， 品质刚需、创

新叠墅、城市综合体等。

据悉， 华宇日前推出春季大奖活动，凡

是购买华宇地产旗下项目

（成都与重庆）

的

业主，均可参与抽奖并有机会获免费游览欧

洲的机会。

（宋皇）

蓝光·幸福满庭：首置家庭置业首选

楼盘名：蓝光·幸福满庭

地址：城西成灌路与犀安路交汇处（距地铁2号线天河路站仅约300米）

开发商：蓝光地产

电话：028-69390888

产品：约56-83平方米

首创·百朗峰：

东客站双塔地标

{

楼盘名：首创·百朗峰

地址：东客站旁

开发商：首创置业

电话：028-84080608

产品：60-90平方米

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

5年磨一剑，改变成都近郊旅游度假格局

楼盘名：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

地址：眉山·仁寿·黑龙滩镇

开发商：会展旅游集团

电话：028-86033888

{

华宇地产：2013厚积薄发

剑桥小镇：

楼市黑马2012独占蒲江三成份额

楼盘名：剑桥小镇

地址：成都蒲江县寿安镇迎宾大道88号

开发商：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28-88677788

产品：电梯公寓约55-125平方米

商铺约17-480平方米

{

楼盘名：华宇·静苑

地址：武侯大道顺江路段76号

开发商：华宇集团

电话：028-87916888

{

百朗峰， 为城东地标而来，150米双塔耸

立东客站，以品质精装代言东客站舒居生活。

这是首创置业进入成都5年来，第一个精装项

目，也是首创在成都为自己树立的一座标杆。

从其区域来看， 目前攀成钢-东客站板

块是成都高端项目云集之处，也是近几年的

热点片区。 众多大牌开发商的集中开发，不

断推高区域的价值。首创·百朗峰周边，更是

环聚城际商旅新城、龙之梦新城、星级酒店

集群等众多高端配套。

从其品质来看，150米A R T - D EC O 风格

双塔建筑，黄金建筑比例、公建化外立面、30

多米高钢结构宝鼎，具备区域强大的标识性

和象征力；独具魅力的LED 光彩立面，在夜

空中绽放霓虹绚丽光影。云中观景的百米高

空天际连廊；约500㎡叠级吊顶、欧式新古典

主义的入户主大堂及次大堂； 高档石材墙

面、欧式石材拼花地面、石材罗马柱，品质感

由细节点滴铺就而成。同时，还搭配4梯7户

的豪华配置，全面开启城东人居新标准。

据开发商介绍， 目前百朗峰主力户型为

60- 90平方米左右，8.5米挑高的500平方米大

堂，为购房者打造更具品质的居住体验。对于

刚需、首次改善型置业需求而言，高标配的公

共建筑空间，室内空间的精装品质，都非常过

硬。3月底产品就将盛大面市，目前销售现场正

在进行买房送"M IN I"的活动，购买百朗峰客户

可享受"M IN I"指定款的特惠价格、参与试驾活

动，还可以享受首付款抵房款的优惠。

（刘婷）

——2013年成都楼

市值得期待楼盘颁奖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