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2012年中海提出“中海南中心”的

概念，为国际城南金融城再添地产旗舰；那么

2013年200万平米“中海南中心”将再次提速，

恢弘的全面呈现将使得其真正成为城市发展

的新模型。而作为中海南中心2013年的重中之

重， 中海城南华府全新升级新品震撼问世，全

新的中海城南时代已经扑面而来。

2012中海城南华府荣耀面世，

首次开盘创造记录

在经过中海城南1号的辉煌四年与中海城

南官邸销售奇迹之后，业界、媒体与市场都在

高度关注200万体量的“中海南中心”下一步

又是怎样的大动作。 终于，2012年年底中海城

南华府刚一入市，便以“中海城南1号姊妹篇”

的形象与“城南金融城高层豪宅”的定位引发

成都楼市的震动，无论在地段、规划、园林还是

产品细节， 无不彰显着其继中海城南1号之后

成都高端豪宅标杆的地位。“700米楼间距”、

“8万平米墅景景观园林”“最大14.5米阳台尺

度”等等史无前例的价值点，均在城南乃至成

都高端市场上占有着唯一性、 不可撼动的地

位，市场对于中海的产品打造能力再次折服。

第四季度作为一年中楼市销售最为艰难的

时期，2012年的年底更是因市场对楼市的观望

而愈发艰难， 众多所谓高端楼盘在年底前的推

盘均以无声无息告终。 而中海城南华府用产品

说话，颇有底气的选择在高端云集的年底开盘，

并最终于12月1日首批次集中开盘取得216套、4

亿的销售佳绩，被高端客户关注与讨论，之后的

持续销售丝毫不动摇。 在寒冷的冬季楼市燃起

一把火，一举奠定了其成都豪宅标杆的地位。

2013年中海城南华府翻开城南全

新高端篇章，明星户型升级登场

2013年伊始，中海城南华府便动作不断。在

品牌沟通会上， 中海城南华府作为重点项目被

中海成都公司视为杀手锏； 随后中海城南华府

迅速推出185平米等全新产品，一经推出蓄客便

引发市场轰动。可以说，中海一直用产品在代言

城南， 同时更用产品持续引领成都楼市。2013

年， 产品的市场领导性与客户的认同度将持续

作为中海城南华府的制胜法宝，抢占市场。

全新的185平米户型， 是中海城南华府重

磅推出中海城南1号195平米户型的升级产品。

中海城南1号作为成都首个将居住圈层概念融

入社区本身的项目，不仅是近年来中海地产成

都公司的业绩大户， 更是成都高端楼市的翘

楚，2011年至今， 连续两年荣膺成都高端楼盘

单盘销冠，其400米楼间距、天府广场尺度的中

庭园林、双入户、正南北朝向等概念和规划，均

成为高端楼市的标杆甚至标准，可以说，成都

人通过中海城南1号真正知道了什么叫高端居

住。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中海城南1号二期仅

195平米一种产品总共销售429套，合约额超过

10亿，这个数据不仅远超很多单盘全年销售总

额，据悉，其体量也占到成都市单套250万以上

产品成交总额的40%，其如此爆棚的业绩也是

高端买家对产品本身的最大认可。

一种户型销量占据高端楼市总销量半壁

江山， 产品影响力可见一斑。 中海城南华府

2013年全新推出其珍稀新品185平米户型，全

面继承中海城南1号195平米经典户型的全部

优点，且单套面积略小，约185平米；100%正南

北朝向，主功能房全面向中庭；两梯两户，双入

户的设置保证了居住的尊贵性；舒适的四房设

计全方正，保证零死角零浪费；超级通透的室

内空间室外花，拥有长达11.6米的超大面宽阳

台，居住舒适性大大提升。众多亮点使得其明

星户型的架势十足，由该产品更可见中海在产

品力方面的十足功底。可以说，在当今成都高

端楼市，这个产品与面积段里，中海城南华府

做到了最好。

成都商报记者 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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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合景泰富地产成都公司在叠翠峰

售罄后，再一次实现了三盘联动--誉峰、万景

峰以及环球汇·天誉， 三大项目共计销售额超

过30亿，其中誉峰销售金额约20亿元，9月底才

开盘销售的天誉也实现6亿元的销售金额，当

之无愧成为城东高端大平层销售冠军。

至此，曾凭借誉峰一盘破局成都高端大平

层市场，并奠定金融城板块的核心高端地位的

合景泰富地产，再次走在市场前面，以优质的

产品成功撬动城东高端市场。

城南高端标杆誉峰、 城西精装大盘万景

峰持续在区域发力，稳步抢占市场份额之外，

合景泰富和香港置地强强联手， 于锦江国际

新城打造的120万平方米高端物业综合体--

环球汇无疑是撬动板块的重要引擎。9月，环

球汇不负重望高调亮相，2周时间就有近千组

客人到现场参观，其中不乏大量同行。作为誉

峰之后， 合景泰富地产操刀的又一个高端大

平层，环球汇的住宅产品天誉成功完成升级、

改良，受到市场认可。回顾去年9月底天誉亮

相之后的市场表现，很多人会发现，这个项目

持续升温， 在购房者心中不断建立起良好的

口碑，真正起到了破局锦江国际新城，让高端

购房者认同区域的作用。而天誉，又一次让合

景泰富地产“凭借对味的过硬产品征服购房

者的理念”落地。

在成都，合景泰富地产始终坚持以出奇制

胜的产品达到迅速闯关的效果。成都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个酒店式公寓叠翠峰，现在45平方米

租金达到3500元； 全部豪装大平层入市的誉

峰，开盘当天销售接近7亿元，至今仍是成都高

端物业的代表作；开创城西全精装高品质项目

的万景峰连年创造西区销售奇迹；天誉则宣称

合景泰富的另一种操盘模式--高端城市综合

体中的精品住宅。

凭借产品及骄人的销售业绩迅速占领区

域话语权的合景泰富，在今天看来，无异已经

成功树立起在成都高端楼市的领导者地位。按

照合景泰富的推盘节奏，今年，合景泰富将再

接再厉，展示自己在商用物业和综合体运作上

的能力。誉峰的商业部分将启动，而环球汇的

商业也将正式有进展。以高端为定位的合景泰

富透露，两个商业都将成为成都高端综合体的

标杆， 都包括超甲级写字楼、 五星级酒店、

Shoppingmall、精品公寓。本已经领导高端市场

的誉峰、天誉两大住宅产品，将依托高端城市

综合体自身的网络构建与立体小城市，再度向

成都市场展示其附加值和魅力。

每一年，合景泰富都在用超前的产品和理

念，为自己的品牌价值持续加分。凭借公司在

成都的积累，很多人对这家年轻的公司寄予厚

望，期待2013年合景泰富地产成都公司再度带

来精彩亮点。

成都商报记者 李姝

保利成都：单极优势更进一步

开发商：合景泰富地产成都公司

产品：誉峰、

万景峰、

环球汇·天誉

{

开发商：保利地产

产品：保利·叶语、

保利·玫瑰花语、

保利·春天花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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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旅游集团创立于1997年，经过十

余年的探索创新与成功实践，现已发展成

为包括投资开发、地产建设、物业经营三

大板块，涵盖地产开发、工程建设、酒店、

会议展览、旅游、景区开发、文化艺术、餐

饮、广告、物业管理等十大产业的超大型

集团公司，在编员工逾2万多人，是中国西

部最大、全国业内顶尖的企业集团之一。

会展旅游集团以旗下的世纪城新国

际会展中心、 九寨天堂国际会议度假中

心、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沙湾）、环球

中心超大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依托，不断

壮大和拓展，走出了一条“以会展旅游拉

动区域经济、带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形

象的会展旅游地产复合型经营建设道

路”，创立出“会展业成都模式”，并将该

模式成功移植到国内其他城市。2013年，

会展旅游集团将站在城市制高点， 打造

“未来城”系列作品。

项目布局

2013年， 对于会展旅游集团来说，是

地产作品全面发力的一年。据会展旅游集

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年集团在产品线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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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推出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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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中心，雄踞天府大道，以190万平

米的恢弘规模问鼎迄今世界最大单体建

筑，它是会展旅游集团在城南打造的第二

座城市地标，也是成都面向世界的一道全

新窗口。2013年，环球中心将全面开业，为

天府新城带来一股从未有过的财富能量。

老会展现代城，地处沙湾商圈，是在

沙湾会展基础上重建的超大型城市综合

体项目，是会展旅游集团礼献成都的又一

钜作。项目集23万㎡都市华宅（已售罄）、

25万㎡超甲写字楼、13万㎡时尚商业街

区、4.5万㎡五星级酒店于一体， 将在城西

创造一站式缤纷生活场。

会展旅游集团首家推出的“山水城市

综合体” 黑龙滩长岛旅游国际度假区，将

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和大成都发展战

略的一个超重量级复合型创新作品，该项

目位于仁寿黑龙滩镇， 总占地面积10000

亩、开发面积超过3500亩，规模恢宏，将再

次拓展成都城南边界。目前，拥有300间客

房的五星级酒店 “黑龙滩长岛洲际大饭

店”和风情商业主题小镇（一期）已经建

成，即将对外亮相。

企业影响力

会展旅游集团是一家颇具传奇色彩

的企业。经过16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

成“会展在哪里，城市热点在哪里”的主

导之势。譬如，开创了一种新会展模式的

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沙湾），九寨天

堂，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世界级地标

建筑环球中心……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16年中，会展旅游

集团的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城市或区域坐

标。1997年，会展旅游集团创立。这一年，成

都沙湾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成都的会展产业雏形初具；2004年，世纪城

新国际会展中心亮相， 城南的边界首次延

展。2010年，迄今世界最大单体建筑“环球

中心”亮相，以“从这里看世界，世界看这

里” 的视野影响成都的国际化进程。2013

年，总占地面积超过10000亩的黑龙滩长岛

国际旅游度假区亦将亮相，这意味着，会展

旅游集团在地产领域将迎来又一次跨越。

事实上， 会展旅游集团所打造的每一

个城市级作品并不是从房地产开始的，换

句话说， 这些项目可能无法由一般的开发

商成功打造并成功运营。所以，会展旅游集

团旗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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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再过50年，也依然是城市

的坐标。所以，业界人士一致认为，由于走

的是城市功能优先战略，“会展旅游集团

做的是独家生意”。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成都高端项目2012年10月集体发起的一轮

市场抢攻，进入11月并未偃旗息鼓，中建地产落

子成都的首发作品———中建·桐梓林壹号蓄势

一年，11月3日进行内部认购， 当天成交82套住

宅，销售率92%，清水均价12000元，让中建·桐梓

林壹号轻松摘得当月高端住宅的成交量桂冠。

其后，项目持续发力，推盘即被抢购的场面被业

界热议。没有高举高端旗号，而是极其低调地以

高品质产品赢得高端人士的真金白银，中建·桐

梓林壹号的低调上市， 让众多高端项目始料不

及。

作为地产国家队，中建地产在成都的第一

个项目———桐梓林壹号去年的宣传推广极其

低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三次。第一次

是秋交会。 这是中建·桐梓林壹号第一次参加

房交会，站位第一排，与保利、蓝光、置信等房

企相邻，凸显中建地产一线品牌的姿态。虽然

面积不算最大，但展场却异常火爆，超过4000

组到访。第二次是售楼部正式开放时的桐趣嘉

年华活动，到访者发现项目与南站公园仅一街

之隔，且被公园环抱；生活配套则可以在紧邻

的百亿新南商圈全部解决。第三次是一条感谢

短信。2012年11月3日中建·桐梓林壹号悄然内

部认购，隔了几天，媒体人士收到中建地产发

来的一条短信，告知5号楼已经售罄。

中建地产的低调，与其他高端产品开盘前

必进行强大宣传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无论是

产品品质还是成交价格上看， 中建·桐梓林壹

号都达到了高端物业的标准。“市场的认可，

再次印证了地段之于高端住宅的核心价值。”

业界这样评价。

中建·桐梓林壹号踞守传统的桐梓林版

块， 土地极度稀缺， 具备强劲的增值潜力。同

时，对城市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绝对占有，成为

桐梓林壹号吸引高端人士的杀手锏。

中国指数研究院和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

发布的《桐梓林居住价值白皮书》在去年受到

购房者关注。《桐梓林居住价值白皮书》谈到，

自2007年以来，桐梓林片区二手住宅价格涨幅

67.8%，从7123元/平方米上涨到11953元/平方

米，区域内90平方米套二户型最高能租到8000

元/平方米。受到土地供应量的限制，预计桐梓

林未来三年可售房源只有2400余套。

地段、稀缺、资源，三大关键词和一组清

晰的数据无不在印证中建·桐梓林壹号的价

值。首发项目即成蓉城高端楼市黑马，也在证

明地产科班生中建地产的眼光与实力。目前，

中建·桐梓林壹号的影响还在持续。

成都商报记者 李姝

会展旅游集团：

每一个作品都是城市坐标

开发商：会展旅游集团

产品：黑龙滩长岛旅游国际度假区、

老会展现代城、

环球中心等

{

合景泰富：三盘联动抢占高端市场

中海城南华府：代言城南，领跑高端楼市

楼盘名称：中海·城南华府

项目地址：高新区天府国际金融中心西侧

（交子大道路南，中海城南1号旁）

开发商：中海地产成都公司

电话：028-85288111

产品：电梯住宅185-255㎡

{

中建·桐梓林壹号：低调上市即达高端标准

楼盘名称：中建·桐梓林壹号

项目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二路168号

开发商：成都锦城中建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028-86668998

产品：电梯87-128平方米

{

特别推荐

对于保利成都来说，在成都的格局一

直不存在增长的极限，2012年保利实现了

90多个亿的销售业绩，保利地产在成都同

时开工项目已经达到15个之多，相当于不

少品牌房企在全国的项目总量。据保利相

关负责人透露，成都公司的项目周转速度

将进一步加快，尽管此前开发的多个项目

将在2012年收官，但整体保持开发的项目

数量不但不会减少，据保利地产成都公司

相关负责人透露，保利今年上半年将有17

个项目销售， 而且新拓展项目会随时加

入， 保利成都随时可以同时玩转20个项

目。

此前业内已高度关注的千亩大盘保

利狮子湖、 两河森林公园项目保利梧桐

语，以及去年下半年土地市场取得的华阳

保利·叶语、 城东的保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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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非保利地产2013年成都

的最终目标，据透露，保利地产将在下半

年持续增加潜在项目近10个。届时其项目

数量和整体开发规模空前。“保利地产的

扩张速度，可能会刺激第一梯队的房地产

企业在2013年加速开发，成都楼市的整体

格局将得到提升。” 力道广告总经理朱亚

分析。

冠军保利对成都楼市的影响，显然不

止在开发领域。2012年保利地产成都公司

的交房量已超过1万套， 创造了单年度单

家企业交房数量的新纪录。据透露，这一

数据将在2013年被全面刷新，保利成都公

司超过1.5万套房源，180万平方米的物业

将在今年交付， 保利业主总户数将超过5

万户，人数将突破15万人。

继保利文化艺术年、 保利城市风尚

年、保利城市责任年之后，保利地产首度

将“保利业主生活年”作为年度主题。业

内人士分析，如此庞大的交房量，其执行

程度和执行标准的影响，早已超过了保利

地产企业层面，或将影响多个区域，多家

企业乃至整个成都楼市的服务标准。2012

年，保利地产结合“城市分享年”这一主

题， 先后为成都人推出了春雷行动、80后

房交会、商业地产月、高端奢华体验月等

主题月活动，将其企业形象的公众评价推

向更高层面。

2012年3月， 整个成都楼市陷入迷茫

时，保利地产率先提出刚需主题，并旗帜

鲜明地在红星路步行街举行了一场“80后

房交会”。 单家房企举办80后刚需主题的

规模性房交会， 在全国范围内史无先例，

保利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为整个成都楼市

上半年的走势和节奏，奠定了基础。

据透露，2013年保利地产将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体系化地为成都人购房组织四

场大型节点性活动。3月底，保利地产将举

办一场以刚需小户型为主题的房交会，集

结保利成都公司旗下所有的刚需产品为

购房者提供购房机会。5月，保利地产将集

结保利·贝森公馆、保利·康桥等高端改善

性产品为主的楼盘，为成都购房者举办一

场专题房交会。6月，保利地产旗下数十万

平方米商业地产投资型物业， 将全面集

结，为成都人开辟投资通道。9月，保利地

产将推出以保利·拉斐庄园、 保利·狮子

湖、 保利·石象湖度假风景区小别墅为主

的高端低密住宅房交会。 毫不夸张地讲，

保利地产在2013年的单极优势将进一步

凸显。

成都商报记者 刘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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