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随着城东大面区域作为青年之城

走向城市前台，进入这个区域的品牌企业一

一曝光，盛邦置业作为区域领袖再次引发关

注。据记者了解，盛邦置业是一家来自新加

坡的世界级企业，掀开城东中产大幕的千亩

大盘卓锦城，即是由盛邦置业联合几家新加

坡企业巨头共同投资开发的。

盛邦卓锦万黛位于成都城东副中心天

鹅湖新城核心， 地处天府新区龙泉驿起步

区内，毗邻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距离天府

广场约15公里。盛邦卓锦万黛是成都市“向

东向南发展战略”总体规划上的重要一环，

也是新加坡盛邦置业继卓锦城之后的又一

卓锦系巅峰巨著。 项目总规划用地约112

亩，规划住宅总建筑面积约35万㎡，建成后

将有约3,600个住宅单位。

盛邦卓锦万黛周边交通十分方便，三环

路、外环路、成龙大道、驿都大道等交通干线

纵横交错，紧邻成都地铁2号线，可快速实现

与主城区的无缝对接；4A级三圣花乡风景

区、天鹅湖高尔夫湿地公园、市政公园围绕

其间，生态环境优美宜居；北大附中、北大附

小等高品质教育配套，以及世茂百货、希尔

顿酒店等高端商业配套星罗棋布，使得该区

域成为目前成都最适宜居住的区域之一。

盛邦卓锦万黛在规划上采用大围合双

中庭布局，形成了独特的双中庭景观；项目

在规划上依托区域独特的丘陵缓坡地貌，结

合社区景观廊桥及空中花园，打造出层次分

明的3D 立体园林景观； 结合时尚简约风格

的建筑外立面，宽达100米的楼间距，呈现出

完美的景观视野； 高达120米天际线的高层

住宅鳞次栉比，在城东乃至成都都将会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盛邦入驻成都十年，深耕城东，潜心研

究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和居住习惯， 精心打

磨出68～120㎡舒居幻变户型，并将独立式

主题商业中心和新型绿色农贸市场引入社

区， 无不彰显出盛邦对成都的人性关怀与

居住理解。盛邦卓锦万黛将分为两期开发，

第一期初步预计将于2013年5月前后推向

市场。盛邦通过在中国十年的开发建设，在

成都（

卓锦城

）、无锡（

尚锦城

）、西安（

御

锦城

）与沈阳（

俪锦城

）四个城市逐步建

立起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赢得了卓越的市

场信誉。

（刘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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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企业 刚需置业 大盘云集

2013楼市活力 值得期待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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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品牌企业集中发力

“万科·公园五号和万科·金色城市是

万科今年的两个新项目，预计在三季度亮

相，现在正在做前期的规划设计。”据万科

成都公司策划部负责人李涛介绍，位于高

新区核心位置的万科·公园五号定位高端

改善型住宅， 而位于大面的万科·金色城

市则主打刚需户型。

2012年蓝光地产C O C O 系风靡成都

楼市，2013年蓝光地产持续发力， 将推出

多个新项目。其中，位于西城核心的蓝光·

幸福满庭在2013年开年就主动出击，推出

小户多房针对成都“首置”家庭的置业计

划， 样板间开放当日便接待2000多客户，

这在成都楼市是非常少见的。

同时，华润置地今年将推出紧邻万科

城市花园的新项目———华润·幸福里，提

供2.5环内稀缺的129~230平方米花园洋房

物业，同时还有部分高层物业，力求打造

市区内又一品质大盘。

2012年，成都保利置业销售额超过90亿

元。据保利地产成都公司营销部经理陈健兰

介绍，2013年， 保利成都公司的在售项目将

达到17个，预计到三季度，保利地产将再获

取3~4个新项目， 争取将在售项目拓展到18

个。此外，保利的高端低密产品也打出了“刚

需”概念，即200平方米的产品将成为主流，

这种小型高端低密产品将出现在保利·狮子

湖项目、德阳项目和保利叶语项目上。

2013年，保利南方斥巨资打造大邑10

平方公里的保利·桃源国际新城， 推出保

利·中央峰景组团，包括高层、花园洋房、

高端低密住宅等多种物业形态。 同时，复

地打造的成都市内唯一河心岛项目———

复地中心， 一直吸引着业内外众多关注。

会展旅游集团打造的黑龙滩长岛国际旅

游度假区也是大手笔之作， 今年即将亮

相。国嘉将推出4大项目，包括南湖逸家、

天府逸家、锦江逸家、光华中心，希望继续

2012年光华逸家的成功之路。

保利、万科、蓝光、华润、复地、国嘉、

会展等一批品质开发商在2013年都会有精

彩的项目面世，物业类型包括高层、花园

洋房、商业、高端低密等，2013年的成都楼

市将会有一场品牌开发商之战。

刚需置业仍是2013年重头戏

2012年， 刚需项目出尽风头；2013年，

刚需仍将是成都楼市的关键词。蓝光·幸福

满庭主推56~83平方米左右的三房，专为成

都“首置”家庭而设计；巴黎都市推出的

75~84平方米左右两房和三房，也是主打刚

需客户；宏达·世纪锦城将推70~100多平方

米的多种户型，适合首置刚需和改善刚需。

同样， 华宇·静苑、 通用时代国际社区、首

创·百朗峰、万科·金色城市、国嘉·锦江逸

家、国嘉·天府逸家、国嘉·南湖逸家等楼盘

都是主打刚需客群，且各有特色。

“首创·百朗峰位于东客站片区的核

心，将打造150米的双塔地标。”首创成都

公司营销策划部相关负责人鄢睿表示，百

朗峰主力户型为60~90平方米， 并且配备

3000元/平方米左右的精装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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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都市主打75平方米左右的套三，并

且每个房间最小开间为3米×3.3米。”巴黎都

市营销总监刘稚农介绍，这样的户型设计就

是要保证刚需客户不仅能够买到房，而且能

够以合适的价格买到舒适的户型，不仅仅是

作为过渡，也可以作为终极置业。

国嘉地产今年将推出的3大逸家系楼

盘， 在2012年户型创新的基础上再突破，

其最大亮点就是“零公摊”，或将引领成

都楼市又一轮新风潮。位于天府门廊的通

用时代国际社区，推出78~103平方米的套

二、套三户型，打造高品质小户，在天府门

廊板块打造差异化产品，满足刚需客户群

体在该区域的需求。

千亩以上大盘集体亮相

“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占地约

1万余亩，其中商业约3000余亩，一期规划

面积约800亩。”据会展旅游集团黑龙滩项

目负责人透露，目前拥有300间客房的五星

级酒店“黑龙滩长岛洲际大饭店”和风情

商业主体小镇（

一期

）已经建成，商品房

预计将于今年四季度推出第一期第一组

团，产品形态包括低密住宅、高层电梯、酒

店公寓、养老公寓以及创意Studio。据悉，

黑龙滩是会展旅游集团“未来城”战略的

首个作品，已经确定要建成为“东方日内

瓦”，并打造“西看都江堰，南望黑龙滩”

的城市旅游新格局。

位于大邑的保利·桃源国际新城占地

达10平方公里，保利南方立邀国际城市策

划大师王志刚和美国R T K L规划与建筑设

计公司共同打造，涵盖休闲度假、教育、商

业、旅游服务等高端配套，呈现城市未来

“出则繁华、入则田园”的居住梦想。

同时，8000亩的保利·狮子湖项目，水

将成为项目区分保利·公园198的一个亮

点，建成后将成为成都一个生态条件十分

优质的城市目的地。 同样位于城北的北

城·世纪公园，占地面积达2400亩，整体容

积率低于1.5， 其住宅定位为纯改善型，整

个项目将分6期开发， 未来将构建一座公

园之城。首创·百朗峰效果图

特别推荐

盛邦卓锦万黛：

再造城东中产之城

楼盘名称：盛邦卓锦万黛

地址：成都市成龙大道二段（川师成龙校区旁）

开发商：盛邦置业

电话：86095888

产品面积段：68~120㎡精致两房至奢享四房

{

二套房交易成本较大，那么购房者在购

置首套房时，就应做到一步到位。万科·悦峰

秉承万科产品优点，满足客户20年的居住需

求，3月推出的约99~122㎡完美装修三房、四

房，无论是单身、结婚，还是接父母来照顾孩

子，一套房就能满足。

悦峰150米南天府地标， 位于南天府核

心区，以完美的周边生活、教育设施，树立南

天府生活品质标杆。 项目位于地铁1号线延

长线附近，介于天府大道和红星路南延线主

干道之间，坐拥黄金交通网络；家乐福超市

近在咫尺，生活购物很方便；家门口的幼儿

园、麓山国际学校、极地海洋世界、梦幻岛，

为孩子成长提供一体化配套； 不远处的锦

江，是家人休闲的好去处。

万科装修完美解决交付二次改造烦恼，

集团统一采购绿色环保材料，流程化质量检

测，并在户型建筑设计阶段就同步进行装修

设计，达到空间少浪费。交房后可迅速入住，

同时免去装修返工、邻居装修噪音干扰以及

有害气体污染。而宜居的品质装修，是给家

人最好的犒赏。

万科品牌物管，不仅在维护建筑使用功

能、提高建筑使用寿命、提高小区形象上领

先行业，在社区文化和安防方面也比行业做

得更多，让家人住得安心。

无论从楼盘的区域价值、 建筑品质、周

边配套还是物业服务，均可谓为业主量身打

造20年。不管自住还是投资，万科·悦峰一套

房能满足购房者各种期望。

（刘瑞国）

2012年20亿元的单项目销售额，在市场上

占据高位；2013年开年的新产品系， 更是五龙

山打响低密市场第一战的头炮。

全新TOP系产品亮相，

给全家人的幸福空间

一年升值40% ，创成都高端物业涨幅新高，

不仅源于五龙山对资源的最大化占有，更源于

万科品牌一直推崇的人文关怀。从居住的幸福

感、舒适度上着手设计和开发，无论是房间的

功能设计、细节打造还是人性化配置，都是在

20年经验基础上的反复推敲和思考。

日前，五龙山推出龙山低密组团“鉴山”，

占据上风上水的山顶资源，视野开阔，俯瞰整

座原山。一线连山，专属私密，最大约200㎡赠

送花园。

全新九墅顶跃产品“空中合院”219～292

㎡， 上下三层空中院落， 最大赠送约140㎡花

园，最大约18.8米面宽，全角度采光，超越想象。

全新九墅底跃产品 “四合院”219～314㎡，最

大赠送500㎡花园，传承家族记忆的合院情结，

最私密的生活空间，充分舒展个人喜好。

蜀龙路五期通车，

奢享城市低密快生活

今年4月蜀龙路五期开通后，双向六车道的

配置，将让归家路途更快捷舒适。仅10余分钟的

时间，从城中心到山里，让居住者从繁忙中抽离

出来，享受更自然的空气，这种幸福感，是长期

在城中心居住的人所无法理解和感受的。

距离大大缩短后的五龙山， 成为成都市主

城区最近的资源低密度社区之一。 前期便为市

场和消费者广泛认可的资源优势、产品优势、生

活理念优势等， 再加上周边几大国内顶级开发

商联合打造的高端生活圈， 五龙山无论从土地

价值，还是升值空间上来看，都是市场上其他高

端项目无法比拟的。 万科最高端T O P系山居作

品，势必将吸引更多高端人士的眼光，成为高端

生活的又一价值标签。

成都首个玩山乐园，

打造出成都最美春天

两年时间，五龙山大兴土木，紧密筹划各

种玩山方法， 打造出居于这座山的幸福时光。

这里有开心农场、山顶公园、越野公园、龙山

湖、点睛湖等，更有原山、坡地、浅草、水系，春

夏秋冬四季景色分明。

开年五龙山集合原山资源， 全新造场，整

座五龙山将成为成都最好玩的游乐场之一。各

大景点通过合理规划布局，寻找最佳玩山路线

和地点，把山景、水色、植物、动物与游人巧妙

融于一体。烧烤区、露营区、风筝区、垂钓区、自

行车、航模、越野等各种玩山项目，确保全家同

行时，家庭每位成员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玩

法，体验99种玩山乐趣，让平日里因为忙碌而

疏远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幸福的阳光下，温

暖入心，幸福开花。

（刘瑞国）

万科五龙山：

年销20亿后 开年新品升级上市

万科·悦峰：

优质房源全新亮相

楼盘名称：万科·悦峰

位置：天府大道南延线·极地海洋世界旁

开发商：成都万科华东置业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82002525� � � � � � � � � �

产品面积段：约99~122㎡装修三、四房

{

楼盘名称：万科五龙山

地址：新都蜀龙大道熊猫基地旁，五龙山公园内

电话：028-8390� 5555

产品面积段：五龙山·九墅约136~292㎡城市揽山系；龙山低密约330~630㎡TOP系纯

正法式庄园，现房尊享。

{

蓝光地产

用心建筑生活

新世纪环球中心

世界看这里

大源首个

成都代表作

城西2号线

地铁口

百亩幸福城

盛邦卓锦万黛效果图

万科五龙山夜景图

万科·悦峰装修体验馆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