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富产品线：

刚需、改善、高端应有尽有

2012成都楼市总评榜各奖项角逐中，

“十大名盘” 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奖项之一。

通过运营商自主报名、网友推举、十大地产

机构建议等渠道汇集出的候选楼盘多达50

余家。没有业态限制、没有品牌约束、没有价

格门槛，只要一家楼盘在2012年成都房地产

市场上有着极高的市场呼声或业界认可，均

可以对这一至高荣誉发起冲击。

所以，榜单最终出炉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乎是包含着成都楼市全业态的一份名

录。高端大平层：誉峰、成都ICC强势入围；青

年首置领域：中德·英伦联邦、佳兆业·君汇

上品、光华逸家、COCO金沙、绿地中心·468

公馆悉数上榜；而高端低密物业方面：保利·

石象湖、万科·五龙山两大项目进入十强。可

以说，这份榜单在各个业态领域都有代表性

楼盘晋级，没有遗漏或留下真空地带。

2012成都楼市总评榜组委会成员、成都

力道广告总经理朱亚这样评价此份榜单，他

称，丰富的产品线证明成都楼市发展水平已

经达到了一线城市水准。同时，这份榜单也

从侧面佐证了楼市产品构成的合理性和均

衡性。“刚需占比最大，其次是改善及高端物

业，最后是低密物业。主流产品均得以彰显，

这是对2012成都房地产市场最真实的还

原。” 实效机构执行董事吴昊对朱亚的观点

表示赞同。

行业标杆作品：

榜单推介的就是成都最好的

“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根本不足以入

围。” 吉信行·方圆置业总经理潘海高度赞扬

“十大名盘”榜单。他称，这份榜单推介的就是

2012年成都房地产市场上表现最好的产品。而

检验这十大名盘的含金量， 销售业绩无疑是最

佳标尺之一。

在高端物业面临严峻销售形势的2012年，

万科·五龙山只说一句话 “一年销售20亿”，这

句话的分量市场最清楚， 万科TOP系的锋芒几

乎无人可挡。同为高端低密物业的保利·石象湖

则走出了一条让同行难以企及的蹊径：145平米

精装独栋，标配400平米私家花园；180平米精装

独栋、标配1000平米私家花园。首批次蓄客一个

月，成功销售136套，实现销售金额2.5亿元。2012

年的成都高端楼市，因为保利·石象湖迎来了久

违市场亮点。

还有主城区单盘销冠 “中德·英伦联

邦”，26亿元的年度销售额让业界再一次领

略了其威力， 其下半年主推的苹果公寓部分

更是掀起了一股席卷市场的风潮。紧随

其后的还有南城都汇18.83亿元、 佳兆

业·君汇上品14.34亿元， 他们不仅是

2012成都楼市总评榜中的十大名盘，更

是2012成都房地产市场住宅单盘销售

金额十强。

高端大平层方面， 誉峰依然威风八

面，要知道，2012年，曾立志超越誉峰的

项目有雅居乐＆星河湾超级项目“铂雅

苑”、 中国铁建·西派国际……但最后，

却无人能撼动誉峰“成都高端住宅领导

者”的地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成都ICC，

在高手齐聚的攀成钢片区， 成都ICC的

市场表现和营销思路无疑极具范本意

义。 在新鸿基主导下，“攀成钢” 更名

“天府门廊”并迅速获各界认可，更彰显

出“大盘改变区域”的楼市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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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成都ICC

在售产品：高端平层

户型区间：103平米、179平米

在售价格：12500元/平米起

保利·石象湖

在售产品：精装独栋

户型区间：145平米、180平米

在售价格：18000元/平米

誉峰

在售产品：高端平层

户型区间：200-360平米

在售价格：20000元/平米

中德·英伦联邦

在售产品：电梯高层

户型区间：73-130平米

在售价格：9000元/平米

佳兆业·君汇上品

在售产品：电梯高层

户型区间：80-140平米

在售价格：6500元/平米

光华逸家

在售产品：电梯高层

户型区间：68-95平米

在售价格：8200元/平米

COCO金沙

在售产品：电梯高层

户型区间：69-89平米

在售价格：8000元/平米

万科·五龙山

在售产品：高端低密

户型区间：333平米、460-480平米

在售价格：430-850万/套

绿地中心·468公馆

在售产品：电梯高层

户型区间：75-89平米

在售价格：9050元/平米

南城都汇

在售产品：电梯高层

户型区间：87-89平米

在售价格：11000元/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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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回顾2012年， 整个楼市最引人瞩目的区域

无疑是天府门廊，是成都高端住宅最为集中的

区域。而提到天府门廊又不得不提及这个片区

的领头羊项目———成都ICC， 作为区域内首个

亮相的高端大平层住宅， 成都ICC率先开启了

区域内的产品大战，同时，也因其两栋280米的

双子塔，该区域最终被命名为天府门廊。

在香港，ICC无疑是地标， 是国际级华宅；

在上海，ICC是标杆，亦是高端的代名词。如今，

在成都，ICC已然成为城市名片。 据统计，从

2012年4月开盘至今，成都ICC已经实现销售金

额达6亿元，两次开盘，两次实现当天破亿元的

记录。业内人士认为，成都ICC用事实数据再次

应验了ICC的恒定升值定律。

回顾整个2012年，面对市场艰难之时，即便

在大佬云集的天府门廊区域，尽管品牌房企云

集，却观望氛围浓厚。当新鸿基与恒基兆业、九

龙仓联合打造的成都ICC项目果断启动， 并打

破成都高端楼盘销售记录， 成为2012年成都高

端行业事件之后，环球汇·天誉、滨河湾、吉宝

凌云峰阁等项目纷纷亮相， 整个区域很快激

活，成为成都楼市最受瞩目的新兴热点区域。可

谓“艺高人胆大”，成都ICC真正显示了港派运

营商代表引领群雄的综合优势。

业内人士分析， 港派运营商综合优势突出，

却做到厚积薄发，且善于扬长避短、合力开发。比

如， 成都ICC由香港地产三大巨擘新鸿基地产、

恒基兆业地产和九龙仓集团联袂打造，三家公司

的总市值超过8000亿港币，无论是在住宅领域还

是城市综合体领域，均具备极高的造诣，打造出

大量代表国际水准的城市地标和经典作品，多年

来被视为“信心的标志”。同时，成都ICC承载了

香港与上海的成功经验与深厚的品牌沉淀，更是

通过产品的热销应验了优质产品的恒定升值定

律。为此，成都ICC“天曜”哪怕是在楼市环境陷

入低谷时，依然能做到底气十足、产品热销。

据悉，锦江区正举全区之力打造代表成都

现代化、国际化风貌的城市会客厅———天府门

廊。 天府门廊的名字起源于成都ICC项目的地

标建筑———两座280米的双子塔建筑， 如今，天

府门廊已经成为区域名片。作为新鸿基在成都

展示港企实力的主要项目之一，体量达125万平

方米、被业界称为成都超级地标的成都ICC，是

整个区域内规模最大、业态最全面、定位最高端

的综合体旗舰项目， 其双子塔建筑 “天府门

廊”， 将打造成为成都乃至中国西部最具影响

力的城市地标。

瞄准未来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形象展示

区，天府门廊承担着成都市产业转型发展、现代

服务业提升跨越的重任。根据规划，该片区总投

资逾千亿元， 将建设成为成都最具国际化水平

的商业、商务中心。

业内资深人士分析认为， 该区域未来居住

人口将超过10万， 建筑面积600多万平方米。其

中，五星级酒店5家以上，甲级写字楼10栋以上，

商业面积近70万平方米。而新鸿基、乐天、吉宝

等大批知名企业入驻，一批著名学校的引进，极

大地提升了天府门廊区域的商务及居住价值。

天府门廊板块未来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大幅增

长， 最终形成与人民南路城市中轴遥相呼应的

另一条标志性经济枢纽， 成为充分展示成都现

代化国际化水平的“重要窗口”和“城市会客

厅”。

（宋皇）

佳兆业8号位于双流新、老城繁华核

心，距双流机场15分钟，距西二环也只有

十多分钟车程。周边配套齐全，九龙仓时

代奥特莱斯商业中心、 欧尚超市、 人人

乐、华润万家、太平洋影院等大型配套一

应俱全。除此之外，佳兆业8号还打造了

区域内仅有的欧洲风情商业街， 精致服

装橱窗、露天茶歇、街头书店……最值得

一提的是环境配套， 佳兆业8号与占地

8500亩的城市公园仅一路之隔， 该公园

聚集了八大主题公园、九大生态湖泊，纵

横相连的十字景观带，不仅是在西部，即

便在全国乃至全亚洲地区， 如此大规模

的城市森林公园也非常罕见。55～125㎡

金牌户型让佳兆业8号成为刚需族们的

首选，88㎡就能享受标准的三房双卫、

125㎡享受四房双卫， 真正做到了零缺

陷、零浪费。

作为成都佳兆业全新作品，佳兆业8

号传承了佳兆业一贯的品质刚需特点，

以首次置业和改善型刚需客户为绝对主

力， 打造新双楠首席40万平方米金质生

活社区， 力求成为佳兆业在双流国际新

城板块的标杆项目及新双楠片区的新领

导者。今年1月27日，成都佳兆业8号首期

盛大开盘，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当日销售

350余套房源，销售金额2亿元，作为佳兆

业集团2013年全国首个开盘项目，“金质

冠军”楼盘实至名归。3月9日，应市加推

的8号楼景观楼王一上市，立即引发购买

热潮。

同时，佳兆业8号距离双流老城区棠

湖公园仅10分钟步程，成熟的医疗条件、

优质的教育资源、自然的公园环境，老城

区的成熟配套必将成为冠军的又一利

剑。今年年内，项目附近的欧尚和华润万

家都将开业， 让这里的生活更加便捷。

（杜娟）

2012年， 城西最为引人瞩目的项目无疑当

属天祥广场，该项目分别于6月16日、9月28日两

次低调开盘， 结果却创造了5个亿的销售金额，

当之无愧成为城西销冠。

天祥广场最受欢迎的为地下商铺产品，也

是该项目最具亮点的产品之一， 项目地下商业

在规划中借鉴了日本先进的地下商业设计，2个

下沉式广场的设计让阳光充分撒入地下商业的

每一个角落，配以绿植等绿化辅助，给消费者营

造出愉快的购物体验。另外，开发商不惜花费巨

资将公共部位全部精装修， 精装修标准达到每

平米4000多元。同时，地下商业还将对接仁和春

天广场，彼此形成商业互补。

在商业部分取得了巨大成功后，2013年， 天祥

广场重点打造的住宅产品———“天祥广场·尚府”

也正式推出。据悉，尚府是天祥广场着重打造的高

端住宅产品，位于项目的核心位置，舒享二环路与

光华大道的便利交通外，楼下即是天祥广场精心打

造的高品质商业，周围还有仁和春天广场、大地新

光华广场、优品道广场等便利配套，营造无与伦比

的生活享受。据悉，此次尚府所推出的产品为87～

228平米，是目前城西二环内少有的高品质住宅。

据了解，天祥广场·尚府部分户型赠送率高

达15%，两房可变幻四房，70%户型坐揽浣花溪。

多赠送、全功能、大空间，一步到位实现三代同

堂的家居梦想。 项目特别定制了私属化星级艺

术会所，会所内有健身房、雪茄吧、红酒吧、智能

化会议室等， 打造业主专属的私人俱乐部。据

悉，该项目4月30日商业产品交房，9月30日住宅

产品交房，目前均价13000元/平米。

（宋皇）

楼盘名称：佳兆业8号

地址：成都·双流·航都大街

开发商：佳兆业成都公司

电话：028－85838888

产品：55～125平方米

佳兆业8号：

专注刚需 续写传奇

成都ICC：

只在最好的城市打造精品

楼盘名称：天祥广场

地址：二环路西一段155号

（光华村街2号）

开发商：上海天祥

{

天祥广场：

开启城西内光华品质居住时代

买房看“头牌” 自然有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