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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岷江国际旅游度假区

以西蜀风情为灵魂

3C

专题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求财赵公山”，

玉堂作为都江堰、 青城山世界双遗产旅游环线

第三极，蓝光玉堂·岷江国际旅游度假区以此借

势， 同时依托中国求财纳福第一山———赵公山

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以西蜀风情为灵魂，成都

文化为主题， 倾力打造中国首席国际高端人文

度假区。 通过全球国际酒店之王“万豪国际酒

店”、都江堰的宽窄巷子“赵公大院”、西南首席

酒店式温泉公寓“清泉谷”、中国顶级养生度假

洋房四大黄金业态进行整体规划布局， 成就全

球高端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形成拥有旅游、休

闲、度假、养生、商务、会议等功能的“一站式”

国际级旅游综合体。

项目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开发模式， 是将

“前期规划设计”到“后期招商运营”视作一个

整体，更看重“运营”与“造活”，并整合市场和

区域发展潜力，设立强大的项目团队，全方位把

控各个环节，确保项目的成功运营。

清泉谷，凭借赵公山优越的自然资源，超值

的含氧量，缔造完美养生环境。国内外具有丰富

运营经验的专业顶级养生管理团队进驻，同时以

世界级疗养小镇的标准进行打造，配置六大功能：

健康体检中心、膳食调理中心、中医养生中心、康

体理疗中心、矿泉养生中心、文化娱乐中心。

赵公大院， 以西蜀风情、 成都文化进行打

造。作为玉堂·岷江国际旅游度假区主力商业板

块， 赵公大院通过多元化规划布局， 实现了高

档、精品餐饮娱乐私人会所区、大众餐饮及特色

名小吃区、休闲酒吧娱乐区、风情客栈区、本地

特色精品购物区等五大主力业态的功能分区。

养生宜老住区并非单纯的高端住区， 蓝光

按照国际标准， 专业引进国际高端养生管理团

队，通过精细化的会员管理，一对一的客户需求

满足，并专项提供物业、餐饮、健康会所、医疗多

项高端服务， 为养生客户筑建贴心的高端宜老

养生住区。

成都商报记者 熊沙杉

日前， 一则关于茶叶收藏者在微博

炫富的消息迅速走红， 成为当日热门微

博的NO.1。据网友透露，“一两茶叶一两

金”其实是有事实支撑的，因为，好的茶

叶相当于艺术品，有价无市。

在该微博所关注的官博中， 龙和国际

茶城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该项目开发商

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叶瑞贤透

露，4月2日，龙和将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

“斗茶大赛”。在他们看来，龙和国际茶

城不仅要培养成都人品茶的知识， 打造

专业人士的俱乐部， 还要给成都创造一

张产业名片！

记着了解到， 龙和国际茶城将在近

期打出 “组合拳”： 建世界最大的茶

祖———“吴理真”的雕像，建中华茶文化

艺术博物馆，整合四川省茶艺术研究会、

四川省茶叶研究所等资源， 引入茶文化

诗、词、歌、赋、书画等艺术活动、展览，让

中华茶文化在此传播。倾力打造“茶马古

道”，经由“茶马古道”观光500余亩生态

茶博园，举办“鉴宝、茶会、拜祖、读城”

系列活动。系列活动的出击，将让成都人

认知到茶叶市场的变革。

据悉， 由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倾

力打造的龙和产业博览园项目整体规划

约1500亩，其中，一期“龙和国际茶城”

占地158亩， 茶城单体建筑面积16万㎡；

二期“特色有机农产品博览中心”占地

380亩，建筑面积35万㎡；三期“中国酒

城” 占地322亩， 建筑面积30余万㎡。届

时， 最终完整打造成为成都市全新的生

活资料采购中心。

公开资料显示， 一期“龙和国际茶

城”项目以文化兴茶、消费先行、产业整

合、品牌孵化为己任，通过科学规划，打

造集现代交易、 商务、 上下游产业链融

合、文化旅游、商业配套等于一体的超大

型茶产业商贸博览园。

记者了解到，16万平米的龙和国际茶

城是全国最大单体茶城， 业态包括五星

级茶文化主题酒店、品牌商务酒店、高端

会所、茶主题餐饮、茶养生、休闲、LOFT

公寓等。未来，龙和茶产业商贸博览园，打

造首屈一指的现代茶产业商贸平台。此

外，茶文化博物馆与川茶品牌展示中心，

传承发展川茶文化，迎接世界的目光。

目前，龙和国际茶城正在火热招商，

详询028-65165999/� 65162888。4月2日，

龙和国际茶城将举行2013年成都首届斗

茶大赛，报名电话028-65163030。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中信云栖谷坐落于赵公山景区脚下， 与老

城区一江之隔， 距青城山景区仅7分钟车程，距

都江堰水利工程景区也仅有10分钟车程， 可谓

尽享奢华资源。作为新区的发展核心，项目占据

了最为优质的资源，左依青城主峰赵公山，右拥

川西母亲河岷江。地块核心腹地，更有原生的岷

江支流沙沟河从中流过， 以及青城主峰积雪融

化形成的螃蟹河穿过。 天然的环境造就了良好

的生态环境， 这里常年沐浴在180倍于北京、上

海的负氧离子环境中， 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数

量高达18000-25000个。同时这里是成都人赖以

使用的最佳饮水水源地。 在空气水质日益受人

们重视的今天，这里还保留着最为纯净的资源。

而在项目开发过程中， 中信人对地块内原生树

木进行了高度保护， 整个住宅区内的院落、栈

桥、 林荫道等共同构成一个真正的低密度生态

社区， 这一切只为缔造高端休闲时区的全新生

活方式。

区域内成都首个大熊猫野放基地坐落其

间，6只熊猫也已经入住一年有余， 华西亚高山

植物研究院、 禅修中心、 环山旅游公路逐步呈

现。 区域内多达四座五星级酒店已经进入实质

规划建设阶段。中信地产在区域内打造集居住、

休闲、旅游、度假、商业、娱乐于一体的高端物

业。项目现已开发三期，前期总占地超300余亩。

项目地址：位于都江堰玉堂镇西区

电话：

4006-323-111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85英寸UHD电视

够大够靓够昂贵

在今年的“2013三星（中国）论坛”上，三

星在国内首次发布了85英寸UHD电视S9。据

了解， 所谓UHD电视， 就是HD (高清电视)、

FulHD(全高清电视)的下一代产品，其分辨率

达3840×2160，清晰度比FulHD(全高清电视)

高出四倍，通常也叫“4K电视”或“超高清电

视”。据悉，三星这款型号为S9的85英寸电视，

是目前国内尺寸规格最大的UHD电视。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S9的设计

理念借鉴画板，由“画作”和“画框”组成，电

视屏幕悬浮于金属边框中，相当于“画作”，而

四周的“画框”则是电视的音响，围绕屏幕一

周，设计非常新颖。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产品采

用四核处理器，且独有的像素倍增技术，可以

将高清或全高清画面转换为超高清画面，解决

了超高清片源不足的遗憾。

业内人士估计这款产品售价大约在20万

元左右。据悉，该产品将在4月开始预订，6月正

式上市。

长虹杀入4K战局

推出U-MAX客厅电视

国产家电巨头长虹在近日正式发布了自

己的UHD（4K技术）电视产品“U-MAX客厅

电视”，并联合发布了“客厅电视行业标准”。

这个中国家电行业的首个行业标准认为，大屏

超高清、影院级音画质和多终端协同应成为客

厅电视发展方向。

长虹U-MAX客厅电视达到3840×2160

的分辨率，希望将客厅变成“家庭巨幕影院”

和“智尚娱乐场所”。其中旗舰机型84英寸的

U-MAX电视达到无损超高清， 画质震撼，并

带有面部识别等功能。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董

事长林茂祥透露，长虹U-MAX客厅电视的多

个型号（从55寸到84寸）将很快投放市场。业

界猜测长虹大举杀入4K电视战局， 将使高端

4K电视产生更充分的竞争， 为购买高端电视

的消费者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大底”卡片机

尼康终于搭上车

从1英寸到1.5英寸、APS-C画幅再到全画

幅， 小型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尺寸越变越大，

“大底”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今年春季的数

码相机新品中，尼康终于赶上了“大底”卡片

机的“班车”，首次推出配备DX格式CMOS图

像传感器的Coolpix� A， 号称史上最小的

APS-C消费DC。至此，佳能、尼康、索尼、富士

几大影像巨头均有了自己的大尺寸感光元件

的卡片机。

尼康Coolpix� A使用虽是APS-C感光元

件 ， 但是从机身数据来看 ， 尺寸约为

110mmx64.3mmx40.3mm， 重量也仅为299克，

可谓非常小巧。 同时，1616万有效像素还配备

了尼克尔镜头，保证了可媲美数码单反相机的

高解析度和锐利渲染的出色画质，以及丰富的

色调表现和色彩的还原。

三星滚筒洗衣机

有了17公斤级“大块头”

日前，三星发布了超大容量滚筒洗干一

体机Yukon，洗涤容量达到17公斤！是目前国

内洗涤容量最大的滚筒洗衣机。 据了解，三

星洗干一体机Yukon拥有17公斤的超大洗涤

容量和8.5公斤的烘干容量， 其独有的3D泡

泡净节能净洗科技在洗涤时可以产生丰富

细腻的泡泡， 迅速渗透衣物纤维瓦解污渍。

Yukon还具有热风清新功能， 利用强大的通

风系统，通过内筒转动即可去除西装、羊绒

衫、毛毯、被子上的细菌、灰尘和异味颗粒，

避免二次污染。

除了三星外，海尔、LG、松下等品牌目前

也在纷纷发力超大容量滚筒洗衣机市场。业内

人士判断， 随着百姓住房条件的改善与提升，

居住面积不断扩大，这势必会让消费者对于洗

衣机的容量有更“大”的需求。

超长待机WP8

华为推出W1智能手机

近期华为推出一款主打超长待机的WP8终

端设备———W1。 其配备高通双核CPU，4英寸

IPS屏以及2020mAh大容量电池， 给竞争激烈

的国内WP8手机市场增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

争者。

得益于WP8系统， 华为W1预置微软office

等软件，无论是外出或是旅游，都可以随时随

地处理工作。其采用了独有的节电技术，比同

等屏幕大小的手机省电30%，当看亲朋好友忙

乱地为手机寻找插头时，W1却在悠闲地处理

工作邮件。华为W1的安全性显而易见，从手机

启动环节便融入了安全操作，使产品只能运行

经过认证的软件，且用户可以设置密码的尝试

次数。另一方面，WP8全新UI设计，系统动态

磁贴拥有3种不一样的尺寸，分别是：小型、中

型和“两倍宽度”。用户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定制“个性十足”的界面样式。

三星推出Note

8.0平板手机

三星日前发布GALAXY� Note� 8.0平板手

机，可能在今年第二季度进行销售，售价尚未

公布。 作为一款支持3G语音和视频通话功能

的手机型平板电脑，GALAXY� Note� 8.0仅重

340克，厚度不足8mm，是三星有史以来最为轻

薄便携的平板产品。 本机搭载了最新的An-

droidTM� 4.1� 果冻豆（Jelly� Bean）操作系统，

四核1.6GHz强劲处理器、1280×800分辨率的8

英寸屏幕。 全新升级的S� Pen智能笔是本产品

区别于其余品牌平板电脑的最大特色，浮窗预

览（Air� View）、图片备注等功能也是其他品

牌所没有的。此款产品被业内人士拿来与当下

人气超高的iPad� mini比较。别忘了，这款产品

还可以打电话。

你想要多长的胡子？

飞利浦新推出SensoTouch臻锋3D系列电

动剃须刀至型版，似乎专为型男设计。据了解，

这款产品不同于其他电动剃须刀只有剃须刀

头的设计，而是引入了可精准修剪胡须、须茬、

短须造型的可替换卡入式造型器，实现了剃须

刀和理容造型器的自由转换。它的剃须刀头采

用3D智能贴合系统，可以进行从0.5mm到5mm

的五档长度调节，可无缝跟踪使用者的面部轮

廓，你想要约翰尼·德普的八字胡？把剃须刀设

定为5mm，轻松搞定。

中兴旗舰手机开卖

在今年CES展和MWC展上， 中兴通讯先

后发布两款全新旗舰手机Grand� S以及Grand�

Memo，获得“iF全球设计大奖”。手机极致创

新设计和5.7寸的霸气巨屏赚足了眼球。目前，

这两款中兴旗舰机型的发售信息曝光。据中兴

手机产品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吕钱浩透露，中兴

通讯将于本月28日双剑齐发， 同时推出Grand�

S、Grand� Memo， 两款产品定价分别为3399元

和2688元，在电商平台率先发售。

成都商报记者 伏永安 庞健 朱静

项目名称：玉堂·岷江国际旅游度假区

开发商：成都都江堰和骏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类型：精品风情商业古街—赵公大院、精装度假温泉酒店式公寓—清

泉谷、高端养生宜老花园洋房、超白金五星级万豪酒店

生态优势： 距离成都最近的世界双遗产景区———青城山景区赵公山脉，地

块依山傍水，玉带缠腰，风水极佳。风景区内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5.2度。

年平均无霜期为270天。全年无雾霾天气，是成都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销售热线：028-61721999

{

三年三连冠 还看云栖谷

项目名称：中信·云栖谷

开发商：中信地产

物业类型：独栋、联排、叠拼、洋房

生态优势：2012年里，区域内众多项目潮起潮落，而驰名成都的中信云栖谷

却再次取得区域市场销售冠军的业绩， 这已经是中信云栖谷落户都江堰后

第三次蝉联年度销售冠军。 凭借周边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以及自身独特创

新的营销思路，项目持续领跑都江堰-青城山高端低密市场，以5个亿的年

度销售业绩稳坐区域霸主宝座，不仅如此，项目在区域市场份额中的占有率

突破了25%的大关。

{

牌坊沿街效果图

龙和国际茶城

创造一张产业名片

楼盘名字：龙和国际茶城

开发商：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木兰镇（成青金快速通道与绕城高速交汇处）

电话：028-65165999/� 65162888

{

龙和国际茶城效果图

中信·云栖谷实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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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

U-MAX

电视

三星

85

英寸

UHD

电视

S9

GALAXY Note 8.0

Grand s

华为

三星

Yukon

17

公斤洗衣机

飞利浦

SensoTouch

臻锋

3D

系列电动剃须刀至型版

尼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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