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年轻的外来公司，在产品推出之前没

有任何品牌营销，也没有费尽心思告诉成都人

曾经创造的辉煌， 能做出怎样轰轰烈烈的业

绩， 淡然地凭借底气十足的高品质产品入市，

一举开辟国际城南新兴居住板块———新川板

块，且创造了开盘即热卖，不受调控影响的奇

迹。这就是四川中德世纪置业。

两年来，四川中德世纪置业从一家没有名

气的小公司，成为业界人人皆知且被众多公司

学习的品牌企业，已经在成都楼市的发展史上

留下重要一笔。

很多人或许只看到2012年四川中德世纪

置业在销售上的业绩， 感叹中德·英伦联邦和

中德·英伦城邦的持续热卖，以及创新LOFT产

品苹果跃层在商业方面的成功破局，却并不知

这家企业还在默默储备优质土地，欲以更惊艳

的产品全方位树立品牌的力量。

2012年对于中德来讲既是收获的一年，也

是练习内功的一年。

销售方面，中德·英伦联邦、中德·英伦城

邦双盘齐开， 其中中德·英伦联邦以单盘

19.6723亿元的销售备案金额、单盘2611套的销

售套数，一举夺得2012年成都市住宅销售金额

冠军、单盘销售套数冠军、综合排名冠军。10月

14日，在成都全城LOFT滞销的背景下，中德推

出苹果跃层，3小时销售546套，临时加推的200

余套房源也被预定一空， 总计近800套房源、3

亿成交额的业绩，超越成都以往3个月LOFT销

售总量。而在此前，几乎所有人在清淡的市场

面前， 都认为中德制造的LOFT同样将被定义

为“鸡肋”产品。凭借在产品方面的创新，中德

彻底扩充LOFT的功能， 将其做成真正走进购

房者内心的既适合居住又具有投资价值的商

用物业。这一年，四川中德世纪置业的实际销

售金额破26亿元，打败不少品牌房企。

此外，中德世纪置业还在运作新川板块新

项目———中德·英伦世邦， 项目定位和产品已

经基本确定，这将是中德·英伦联邦和中德·英

伦城邦的升级版，将延续中德一贯的以打破惯

性思维的模式，刷新购房者眼球。同时，四川中

德世纪置业还在国际城南储备了另一块土地，

在都江堰玉堂镇拿下一块优质土地。为2013年

的五盘启动打下坚实基础。

紧紧抓住城市中坚力量———青年才俊，锁

定城市发展的方向———国际城南，执着地凭借

精雕细琢的贴身产品，真正满足城市发展的需

求， 是四川中德世纪置业的成功之路。 至今，

“没有销售中心， 没有样板间就敢卖房子，首

次开盘就售罄”“几次开盘， 都造成购房者要

求开发商加推房源的场景”“敢把实体楼砸

了，增加千余万改良楼盘品质”等，还成为业

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这些， 都来自一家公

司———四川中德世纪置业。

（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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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世纪置业：年轻的黑马

2012年 名企号召力诠释“二八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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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中海地产品牌价值达到创纪录

的252.77亿元，连续9年蝉联品牌价值榜首；版

图不断扩大，新进南通、常州、盐城等40个城

市，辉耀中国。成都公司作为中海地产布局全

国的老牌地区公司， 其品牌影响力更是毋庸

置疑。 作为最早进入成都的最具影响力的全

国开发商之一， 中海地产一直秉承“诚信卓

越，精品永恒”的品牌理念，进入成都13年，每

一个项目的落子都走在城南发展的前端，所

在区域皆因中海的项目而声名雀起。

2012年，中海高端系全面爆发。如今，中

海在成都打造13个影响力项目， 开发的住宅

近3万户，拥有约10万名业主，无疑是居住品

质和购买信心的有力保证， 而仅城南一个区

域，其业主已经超过1万户，其在国际城南住

宅开发的绝对霸主地位毋庸置疑。

回顾2012年， 中海地产在成都销售业绩

逾70亿元，名列成都主城区销售额榜首。这一

业绩也是迄今为止中海地产在成都13年来取

得的最好成绩。其中，中海城南1号、中海城南

官邸、 中海城南华府三大城南高端项目的销

售金额近40亿元， 印证了中海在国际城南的

强大影响力；同时中海金沙府、中海锦城、中

海峰墅等项目也分别在所在区域夺得销冠地

位，并不断引领区域楼市发展方向。值得注意

的是，2012年中海成都公司旗下项目80%产品

均单价过万，可见，中海地产的全系高端战略

在成都通过了市场检验， 其高端价值得到市

场的极大认可。

从2012年大成都与主城区双份单盘业绩

排名榜单来看，中海城南1号与中海锦城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两大项目均双双

上榜前十名， 其中中海城南1号以最高单价，

荣膺主城区销售冠军； 中海锦城也创造了新

双楠套数金额双冠王的佳绩。 在成都2012高

端低密度物业销量排名中， 中海城南官邸名

列2012年总销冠，以单次开盘销售金额最高、

销售套数最多、 单套总价最高等创造了成都

高端低密度物业销售历史纪录， 成都楼市三

冠奇迹当之无愧。中海峰墅同样完成清盘，并

在套数与总销售金额上均位居前十位， 至此

运营8年的中海国际社区住宅全面收官；中海

金沙府在整体疲软的金沙片区异军突起，取

得金沙片区单盘销售冠军的优异成绩。

因此，2012年中海成都5大项目均榜上有

名，且名列前茅，荣耀加冕。由此可见，中海成

都公司高端项目在2012年均取得了傲人的成

绩， 用最有说服力的方式验证了中海地产品

牌的强大影响力与优异的产品打造能力，十

大名企当之无愧。

（李姝）

中海地产：稳坐国际城南霸主地位

开发商：四川中德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产品：中德·英伦联邦、中德·英伦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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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冠军 依然由保利保持

任何时候来评判一家企业的综合实力和

市场影响力，销量和市场占有率都将是重要的

指标。从销售数据来看，连续几年出现的“二

八定律”依旧上演，市场依然是寡头的时代，

不管是购买力，还是市场影响力，都越来越向

寡头们聚集。这一点，在保利身上尤其明显。

正合地产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 楼市

销售

（住宅

+

商业）

面积排行榜、楼市销售

（住

宅

+

商业）

金额排行榜第一名，都是保利。保利

还同时占据了住宅销售面积、 金额之冠。2012

年， 成都楼市住宅销售面积市场占有率第一，

依然是保利，几乎毫无悬念。

自2010年保利地产登上成都楼市冠军宝

座以来，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发展。日前，保利地

产透露2013年战略， 成都公司目标将上调至

100亿元，在2012年业绩上，三年内实现业绩翻

番，这意味着三年之后，保利成都公司的销售

业绩将超过180亿元！ 保利提速已成定局！，尽

管此前开发的多个项目将在今年收官，但保利

整体保持开发的项目数量不但不会减少，反而

会增至18个。千亩大盘保利·狮子湖、两河森林

公园项目保利·梧桐语， 以及去年下半年取得

土地的华阳保利·叶语、 保利·玫瑰花语项目，

以及大丰保利·春天花语都将在今年年中推

出！保利，将再次创造成都楼市的奇迹。

全面回归 蓝光凭COCO系一路狂奔

这一年，凭借敏锐的市场感觉，这些市场

的领头羊们， 都率先找到了在调控中求生存、

求发展的方向，带领成都楼市向更健康的方向

发展。

这一年，对于蓝光地产来说，是值得铭刻的

一年。蓝光回归到自己熟悉的轨道上，依旧以曾

引以为傲的“蓝光速度”，一路狂奔。2012年，蓝

光一口气推出四个COCO系列楼盘， 个个热

销，并创下拿地到开盘最短3个月的全国纪录！

而COCO系列的热销， 更是产品创新、产

品对路的明证， 锁定2.5环， 锁定刚需主流产

品，以低总价、小面积的套二、套三甚至套四，

迅速占领市场。蓝光已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以利

润为导向的市场逻辑，现在是市场上什么房子

最紧缺， 蓝光就会主动开发什么样的楼盘，在

2012年的调控中，蓝光不仅仅是回归了蓝光速

度，其企业价值导向也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2013年，蓝光地产宣布，计划耗资150亿元

拿地，同时要以60%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未来

“9年1000亿” 的销售规模， 并实现全国化布

局。 根据其日前发布的开发计划显示，2013年

蓝光的在建项目共有35个，新开工项目将达11

个，总计46个项目，总建筑面积将达到900万平

方米， 总货值达480亿元， 年内交工面积约在

230万平方米。蓝光，将继续一路狂奔。

高端产品 屡创销售佳绩

这一年，高端市场表现奇特。

这一年，中海地产在成都爆发了，创下了

进入成都13年来销售最好的业绩，销售业绩逾

70亿元!正合地产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中海是

成都楼市住宅市场销售金额的占有率之最，比

例达到了6.2%！中海城南1号、中海城南官邸、

中海城南华府三大城南高端项目的销售金额

近40亿元，中海金沙府、中海锦城、中海峰墅等

项目也分别在所在区域取得销冠地位，其旗下

的产品已经有80%销售单价过万，在成都的高

端市场占据了重要一席。

合景泰富则找准了成都高端市场的方向。

2012年，合景泰富的誉峰、万景峰以及环球汇·

天誉三盘联动，其中天誉作为锦江国际新城核

心地标，120平米高端城市综合体“环球汇”的

首发产品，是合景泰富与香港置地强强联手的

又一精装都市华宅力作。 尽管2012年9月天誉

才正式亮相， 但截至2012年底已实现成交额6

亿元，续写誉峰的销售神话。

而绿地集团旗下的多个项目，都创造了销售

奇迹。据成都透明房产网统计的年度单盘销售前

十强中， 绿地·世纪城名列其中， 而其旗下的绿

地·锦天府项目则在高端市场中表现抢眼， 仅仅

11月7日，便实现销售6000万元。而468米的绿地

中心，也终于花落，成为成都的新高度。而绿地中

心·468公馆的开盘热销，一再加推。

而对于会展旅游集团来说，2012年依然是

作品制胜的一年。 其打造的每一个城市级作

品，包括九寨天堂、天鹅湖花园、老会展现代

城、环球中心、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区以

及未来将逐一呈现的系列城市巨擘，都将是城

市的坐标。2013年， 将是会展旅游集团全面发

力的一年。除超大城市综合体、区域商业中心、

超甲级写字楼、精品华宅、风情商业街外，将推

出创新的“山水城市综合体”概念，超五星级

酒店、特色风情小镇、国际会议中心、体育公园

等产品形态均将在今年全面亮相，形成“多盘

齐发”的格局，并将以每一个产品都是城市地

标的态度，来雕琢产品。

黑马杀出 成都楼市更添惊喜

� � � � 2012年市场调控，成都楼市却因此收获众

多的惊喜。 作为外来企业的中德世纪置业，便

是惊喜之一。这一年，它首次上榜十大名企，其

过去一年的表现，的确令人侧目！

以销售数据为证，2012年中德·英伦联邦、

中德·英伦城邦双盘齐开，其中中德·英伦联邦

以单盘19.6723亿元的销售备案金额， 单盘

2611套的销售套数，一举夺得2012年成都市住

宅销售单盘备案金额冠军、 单盘销售套数冠

军、综合排名冠军。中德在2012年的实际销售

金额达26亿!

� � 实际上，中德世纪置业进入成都的时间并

不长，但从未水土不服，一来就把准了成都楼

市的脉搏。2011年3月之前，成都人并不关注中

德世纪置业， 更没想到城南一个超过200万平

方米体量的、 名叫中德·英伦联邦的楼盘会一

举盖过麓山大道、大源组团、南湖板块的风头，

带动了天府新城新核心———新川板块的崛起。

在成都楼市引起了蝴蝶效应。2012年， 它继续

保持这种强势，屡创开盘奇迹，中德·英伦联邦

荣登2012年住宅单盘销冠。

更没有人会想到，它会在进入成都市场的

短短两年，就凭仅有的两个项目，荣登2012年

成都楼市十大名企之列！

这匹成都楼市的黑马，上演了现实版的一

鸣惊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楼市神话。其精准

的拿地眼光，将刚需产品做出了高端住宅舒居

品质，大量的可变空间、用心打造的纯正英伦

风情，将产品做到了极致。这或许就是中德世

纪置业成功的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