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希望与上海天祥集整合双方资金与技术优势的

成都战略地标之作， 东方希望天祥广场尚未开盘已经被

各大项目列为“重点竞争对手”。东方希望天祥广场总体

量达50万平方米， 涵盖2栋超甲写字楼、1栋精装酒店公

寓、2栋中央华宅、近5万平米峡谷式商业。

作为大源C BD 商务核心唯一与地铁实现真正无缝接

驳的大型综合体，东方希望天祥广场由一号线世纪城站地

下站厅通道可直接进入项目的各个区域内， 成为商业、商

务、休闲、娱乐的主要通道，方便快捷，让商务和商业人群

在这里的通行都能畅通无阻。同时，中国首例C BD 地下环

行通道也与项目实现双通道无缝链接，机动车从通道直接

进入各地下车库，在地下即可便利通达C BD区的每一座建

筑， 而宽阔畅通的天府

大道、 连接天府大道与

大源组团的天府二街，

以及益州大道等城市主

干道等组成城市快速路

网更构筑起东方希望天

祥广场难以比拟的交通

优势。 东方希望天祥广

场践行着只做精品的信

念。 在很多项目因商业

地产形势不好而减配降

价之时， 东方希望天祥

广场坚持保质甚至升配

来面对市场， 就是这样

的坚持让项目以短短7

个月热销10亿。

东方希望天祥项目

建筑设计由设计东亚第

一高楼上海中心的美国G ensler担纲； 室内设计则邀请了

新加坡W oo�design； 景观设计公司香港泛亚国际曾成功

打造香港迪斯尼的景观； 西部一流的西南建筑设计院全

面保障项目整体设计运转，提供后期技术维护支持。

项目的写字楼以国际标准5A 级配置打造，11米挑

高豪华大堂；360度全景双层LO W - E玻璃幕墙赋予企

业节能环保的同时赋予企业轩昂气质； 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超级楼层高达到6.35米。项目还配备了24部最高时

速6m /s的国际品牌电梯，单部电梯服务面积小于4000平

米，平均候梯时间不超过40s，仅此一项就已经超越甲级

标准。

（宋皇）

2013年，成都高端物业的走强已经从涌动的暗流变成

明确的市场趋势， 而绿地·锦天府担当起了两个产品领域

的带头大哥，在城市高端低密住宅市场，锦天府作为二环

路上的唯一高端低密住宅，根本没有挑战者；而在高端大

平层，作为攀成钢区域的第一个发声者，其每个月过亿的

销售额已经成为攀成钢当之无愧的区域领袖。

绿地·锦天府，二环路核心地段唯一的高端低密住宅，

一户独占半亩地，每套住宅地价即高达600万。3000亩水流

景观，私人电梯入户，双层可采光地下赠送，在土地资源稀

缺的二环，赠送面积高达120㎡的大花园，让居住者享受城

市便利、都市繁华的同时，也保有高端尊贵的生活品质。绿

地·锦天府仅仅168席的高端低密住宅已所剩不多，卖一席

少一席， 谁都希望将这样的城市稀缺资源藏在自己名下，

用于居住，用于传承！

绿地·锦天府，与春熙路商圈咫尺相邻，蜀都大道、滨江

路、东大街与二环、2.5环、地铁2号线等城市动脉交织铺陈

出三纵两横的交通路网体系，世界500强及金融机构纷纷进

驻。 傲踞国际化高端生活板块， 豪聚成都IC C 、M ID �

T O W N 、韩国乐天、万象城等高端配套，将浩瀚东湖与潺潺

沙河收纳入怀，纯美生态，打造城心臻稀自然资源；近享文

轩Y O Y O 幼儿园、成都七中、川师附中等文教配套阵容，以

及锦江区第二医院、锦江区中医院等完善医疗保健体系。

绿地·锦天府仅168席，其珍稀性不言而喻，受年轻富人

热捧。他们提前成功，提前享受生活，但事业处于上升期，又

离不开都市的繁华。绿地·锦天府当然是其不二之选。另外，

绿地·锦天府，首创成都第一例防胁迫智能车位、成都首家

防胁迫电子密码锁、无触碰远程智能识别卡、多维网络视频

监控、公共区域紧急按钮等智能安防体系。另设置抗震防火

系统，引入军工科技，其对生命

保障的思考囊括了避难空间、

消能减震系统、疏散通道、防火

急救箱等危时必需的设施与设

备。 全方位地系统考虑业主的

安全需要， 根据环境制定安保

方案， 打造最具安全性的高端

低密住宅区， 让居住于此的人

们能在无形安防力量下，安定、

安心地享受生活。

成都高端城市大平层产品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 已经

历经三个时代： 由众多开发商

陆续开发的神仙树和桐梓林片

区， 自然聚集成都老一代的富

人，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

一片区从城市格局和产品形态

都不满足当下生活的要求，只

能通过更换居住产品来体验新

的居住感受；第二代高端大平层产品，应该是以精装标准为

前提的2000年左右的精装高端低密住宅。只讲精装配置，还

没有全面思考居住的合理性、舒适性和便捷性。今天的锦天

府将区域价值优势和精装品质， 以及科技智能化安防体系

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到安全、舒适、智能的居住艺术。

在成都高端居住仍旧在尝试通过建筑材料来提升居

住品质的当下， 绿地·锦天府已成功地将现在全球尖端的

居家科技引入生活、融入服务。照明、地暖、空调、安防、电

梯、窗帘等全可远程无线智能化控制。智能家居系统，是全

球十余套居家科技的完美融合， 能提供360度的智能解决

方案， 只需一部iphone或ipad就能轻松掌控整个复杂的科

技系统，并对相关设施或设备进行调节和设置。对科技从

善如流的成功者，当然也得最具科技化的精装住区才能匹

配。进口大理石材、飞雪派克厨具、杜拉维特卫浴、日本顶

级收纳系统、百变衣帽间、奇妙玄关……光厨房设施就投

入一台宝马的绿地·锦天府， 按最高规格的精装标准为成

功者打造无上尊贵的豪华居所。结合三重救生系统，360度

免触碰智能居家系统，真正做到安全、舒适、智能的完美居

住艺术。

价值2亿银杏会所，奢华的内外双泳池，专为业主和会

员服务的私人会所。私密对谈毫无干扰，小众餐饮、红酒

吧、4D 影院……享受味觉与视觉的美好体验。 拥有开放式

屋顶水景景观，并使之成为小型派对场所，是休闲志趣释

放和邻里交流的最佳场所。

目前， 绿地·锦天府香氛新品， 即将震撼上市！3月23

日，新推开盘，185～345㎡精装大平层限量特供！城央二环

豪居，年内入住。

（刘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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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绿地·锦天府:

率领城市高端物业单级走强

楼盘名称：绿地·锦天府

地址：2环路东四段 通盈街88号

开发商：绿地集团成都锦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产品：185～345平米精装大平层，300～490平米城市高端低密住宅

{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 成都时尚文化产业新城起步

区中国

（成都）

国际时尚中心项目日前已通过规划审核并

正式破土动工，预计在明年春节前后正式投入营运，成都

人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国际时尚生活， 成都时尚创意文化

产业再上新台阶。

据项目负责人透露，中国

（成都）

国际时尚中心是成

都时尚文化产业城的龙头项目，是率先启动的核心区，项

目总占地1200亩，其中，首期示范区建设330亩，按照“一

河四街八景”进行规划设计，整个规划设计充分体现了成

都精神和世界智慧。据了解，项目团队先后前往法国巴黎、

意大利米兰、英国伦敦等国际时尚都市考察，与当地的商

会、设计师、商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洽谈和沟通，才最终确

定该方案。

事实上，中国

（成都）

国际时尚中心已经从一个区域项

目跻身成为一座城市的平台。全国营销联盟副主席李蔚教

授认为，成都国际时尚中心创建了一个多方共赢的创富平

台。在他看来，中国(

成都

)国际时尚中心可以让单一的企

业品牌站在巨人的肩上获得快速成功，对于企业提升品牌

知名度，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抗

风险能力都大有裨益。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中国(

成

都

)国际时尚中心将时尚、休闲、

文化、商业四种元素高度融合，开

启成都向时尚购物、休闲购物、文

化体验式购物的全面转化。 中国

（成都）

国际时尚中心以超大规模

汇聚了国际国内众多的品牌资源，

提供真正的“一站式”、体验式购

物方式， 入店皆是名牌折扣服饰，

店外设有露天餐吧、咖啡座、茶座，

顾客们可以在这里边休息享受，边

看时尚模特在水上T台演绎当下潮

流风向。

据悉，中国(

成都

)国际时尚中

心将力争在一年内开业，开启成都

全新的时尚生活，让成都变得更时

尚，让时尚旅游和时尚文化成为成

都一张全新的国际名片。

（陈柏喜）

2012年，大丰首席城市综合体福地广场，在城北掀起

一股市场新风。一年之内，连续创造三次城市事件：打造首

座城市综合体，引入国际商业品牌，购物中心年底开业。

紧锣密鼓的推进方式， 让福地广场成为城北楼市的

明星。业界人士透露，大丰目前在售的各个项目，在所有

的宣传资料中都列出了家乐福、国美电器、星美影院等商

业。可见，福地广场已经成为大丰的地标性项目。

据了解，福地广场走红至少有三大价值。其一，福地

广场黄金商铺开盘就销售完毕，“双保险”投资收益模式

一改城北过去那种“有人卖房，无人管理”的模式；其二，

国际商业大牌集体入驻，其中，家乐福、国美电器、乡村基

已开业，让大丰商业进入中心时代；其三，因为拥有一站

式商业中心，城北的刚需客户收获“乐居繁华之上”的综

合体生活模式。

2013年，福地广场商业中心将全部开业，这意味着大

丰进入潮流消费时代。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推出

的67～89平米的幻变华宅，居于区域中心，完全是将时尚

踩在脚下。因为楼下就是家乐福、国美电器、星美影院、肯

德基……

便捷的生活配套， 迅速转化为客户购买的动力。据

了解，春节过后，福地广场在没有任何推广的情况下单

月销售超过150套，成为城北目前最具人气的项目。对此，

项目负责人解释说：“从面积段来看是刚需产品。 但是，

我们没有把它当作刚需盘来打造，相反，我们在住宅产

品的舒适度、智能化、环境设计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

物力。”

（陈柏喜）

成都来福士广场，由亚洲最大房企之一的凯德中国打

造， 由世界知名的建筑大师斯蒂文·霍尔操刀设计， 以其

“切开的泡沫”和杜甫诗句《咏怀古迹》中的三峡意象而

闻名，成为人民南路上的标志性建筑。其建筑的特色，人与

空间、建筑的关系等特殊理念，吸引了国际知名建筑杂志

们的关注。有建筑界奥斯卡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将于近

日公布， 斯蒂文·霍尔凭借成都来福士广场以较高呼声入

围，成为蓉城晋级世界建筑荣誉殿堂的项目。

它是继上海来福士广场、北京来福士中心之后，凯德

在中国自主开发、管理和持有的又一座“来福士”品牌系

列建筑。凯德中国的国际化背景，来福士的国际化大师建

筑理念，国际化运作和经营，使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深刻

的国际化LO G O ，受到广泛的国际化关注，吸引了众多世

界500强企业的入驻。

作为商业地产杰作的典范，成都来福士广场融合了国

际甲级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店及国际高端服务公寓、珍藏

单位等多种业态，在城市交通枢纽

位置，地铁交汇处打造经济综合体

和城市地标。 去年9月购物中心部

分开业，开业当天创下了15万人次

客流量的开业记录。 进入2013年，

成都来福士广场将大放异彩，“城

中之城”即将完美呈现。

2013年， 配备了蓉城首个双

轿厢电梯的T 1写字楼将面世，吸

引了更多的国际机构和公司；凯

德集团旗下的国际服务式公寓顶

尖品牌———雅诗阁将在位置最好

的T 3和T 4隆重开业， 这也是成都

第一家开业的雅诗阁； 备受期待

和关注的T 5，76套珍藏单位即将

面世，在艺术建筑里，在城市中心

的稀缺经典华宅， 只有爱来福士

的人才懂得它的价值。

（刘婷）

福地广场:

领跑刚需 配套城北

中国（成都）国际时尚中心：

给成都再添一张时尚名片

开发商：成都华茂米兰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8-88508080

地址：中国·彭州

{

东方希望天祥广场：

城南商业地产无冕之王

项目名称：东方希望天祥广场

项目地址：天府大道地铁1号线世纪城B出口

{

成都来福士广场:

“城中之城”即将完美呈现

开发商：成都市五岳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028-67337777

地址：成都·大丰·天大路

{

楼盘名称：成都来福士广场

地址：人民南路四段3号

开发商：凯德中国

电话：028-85081111（写字楼租赁热线）

{

花样年

让生活更有风格

COCO金沙

2期升级上市

绿地集团

2013新财富季

和黄：

铺王收官

一铺赢成都

新世纪环球中心

世界看这里

世豪广场

城南

第四大坐标

中海城南华府

全新产品登场

信德环球广场

城西甲级写字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