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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英伦联邦:

2012三冠王续写冠军神话

誉峰:成都高端生活圈层已形成

楼盘名称：誉峰

项目地址：高新区城南CBD中央

开发商：合景泰富地产成都公司

电话：028-85326666

产品：精装电梯住宅180㎡-360㎡

{

楼盘名称：中德·英伦联邦

项目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南段会龙大道

开发商：四川中德世纪置业有限公司

电话：028-6708� 8888

产品：电梯88㎡-127㎡，幻变126㎡-188㎡ 阔居套三，奢居套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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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2013年3月22日 星期五

特别推荐

据成都透明房产网公开数据，继夺得

2011下半年度销售冠军后，20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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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冠王姿

态再次续写冠军神话。

而中德置业相关负责人透露，2012年

中德的实际销售金额超过26亿元，总销售

套数约3800套！如果说2011的中德是楼市

黑马的话，那2012的中德已经成为成都楼

市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中德·英伦联邦以近千亩的体量，雄

踞引领成都未来发展的天府新区核心起

步区，是城南未来20年最具发展潜力的新

川板块的唯一旗舰项目，区域价值毋庸置

疑。

项目秉承“关爱有家”的人本思想，

以精神关爱、品质关爱、利益关爱三重关

爱，颠覆传统豪宅价值的标准，打造出能

让青年才俊买得起的———“中国首例跨阶

豪宅”。

中德·英伦联邦开发及设计理念充满

了极大的创新， 而品质更堪称成都高水

准，哥特式的建筑立面深得古典英伦风格

精髓， 源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英伦尖

塔，源自牛津大学的老虎窗，纯手工构件

GRC， 以及为项目量身订制的石板瓦、六

色劈开砖……让中德·英伦联邦足以成为

城南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群。

项目极尽奢华的近万平米的接待中

心足以位列成都三甲，以实景呈现的交房

标准、看得到的品质，让不少购房者感叹

可与高端住宅相比。同时，中德·英伦联邦

主打80余平幻变三房双卫的户型，户均得

房率高达140%！ 不但很好地控制了总价，

户型本身也极具可持续发展性。更难能可

贵的是开发商怀抱对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的强烈责任感，对购房者主动让利。从而

创造了中德·英伦联邦淡市持续热销的局

面。

除了在住宅方面成绩斐然外，中德在

商业方面的业绩也一样辉煌。20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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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套房源也被预订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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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业内惊叹

的中德速度。中德苹果跃层的成功，在成

都楼市引发一轮LOFT热，在中德之后，不

少手持LOFT产品一直在等时机的开发商

适时推货，同样取得良好销售业绩。

不到两年时间，凭一个百万平米的项

目， 开创城南新板块———新川板块居住

区，勇夺单盘销售冠军，引发成都楼市的

热议， 中德·英伦联邦的市场业绩和专业

价值、区域价值都足以支撑其成为优质名

盘。

（李姝）

2012年下半年尽管有大量全新的高端大

平层项目入市， 引爆年末的一波高端行情，对

于誉峰而言，仍未能被超越。单盘销售20亿，每

月销量都超过1亿元，10月份单月成交金额突

破2亿元，誉峰身上带着太多合景泰富的气质，

产品很高调、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

在誉峰面市的第3年，首期15栋楼宇陆续

交楼。 合景泰富地产有针对性地加强了社区

文化的打造， 使誉峰从一个高端电梯豪宅的

标杆，逐步形成一个成都顶级生活圈层。据不

完全统计， 誉峰自开盘来举办的业主、 准业

主、客户的圈层联谊活动不下50多场，表明了

有“中国高端物业运营商”美誉的合景泰富

地产在产品营销之外的强大软实力， 而这种

软实力往往在产品临近全盘呈现的前夕达到

峰值，并在业主大规模入住之后逐渐演化为一

种常态。

2012年9月12日， 在合景泰富等多家企业

集团的鼎力支持下，“誉峰&中国银行私人银

行高尔夫邀请赛” 于青城山高尔夫俱乐部举

行。活动巧借圈层优势，为成都的高端生活名

流提供了一个切磋球技、 沟通感情的绝佳平

台，在凝聚和加深业主之间感情的同时，也标

志着以誉峰庞大业主群为代表的成都顶级圈

层生活的形成。之后，誉峰联手全球酒业领导

者法国保乐力加集团， 在会所举办了一场以

“醇·享·家” 为主题的恒温泳池私享party，深

受业主好评。

此外， 誉峰业主还通过廖昌永演唱会、

“中国藏獒画家第一人” 林跃先生的画展、

“誉峰之秋，游晓林”“金沙遗梦”“主题油画

艺术沙龙展”等活动，不断以客户的联谊增加

圈层的魅力。除了大型的主题公关活动，每周

合景泰富还会补贴费用，为当月生日的业主及

家人在会所举办生日PARTY， 这种润物细无

声的关爱更是获得了业主的一致好评。

打造高端住宅产品，或许有难度，却不能

排除被快速复制的可能性。 真正潜下心来，以

专注和资源营造高端圈层生活，并能持续取得

才智阶层的认可， 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与体验，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誉峰， 通过3年时

间， 已经实现了客户从产品到生活的肯定，对

于大量还处于销售起步阶段，并没有经历过交

房入住大考的高端住宅而言，誉峰再次有了教

科书的意义。

（李姝）

泰然·环球时代中心:

地铁口才有高租金

跃层办公引投资关注

当越来越多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感受到交

通拥堵、人口聚集带来的巨大压力，打破单中

心发展格局、城市多中心突破已经成为国内一

线城市的发展路径和必然选择。作为天来地产

进军成都的开篇巨作，天来国际广场在以“领

军者”姿态出现的同时，势必将加速西中心格

局的形成，构筑西成都的城市理想版图。如今，

天来国际广场商业、写字楼、酒店式公寓悉数

亮相，必将引爆新一轮城西投资热潮。

天来商业：

统一高端经营， 独创

life style

国际购物中心

1.5

万

/

㎡起

天来国际广场购物中心， 总建面12万㎡，

以家庭生活消费为载体，独创Life� style体验式

消费模式，颠覆西城商业格局。包含大型百货、

时尚街区、高端影城、天来剧场、溜冰场等。以

纵横交错的街区、立体布局的业态、阳光生态

的主题景观等，展现出天来特有的商业格调和

无限投资潜力。观光电梯、自动扶梯等，纵向连

通各层商业空间；绿化、水景、园艺小品点缀，

收藏世界购物风尚，尽显都会名流典范，为都

市格调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多重享

受。可以说，在不逊色于春熙路的全商业配套

支撑下，人们可以在这里悠然享受全天候体验

式消费， 领略1天不止24种潮流，1小时不止60

种魅力的都会潮流生活。

天来中心：

城西高端纯甲级写字楼

7600

元

/

㎡起

6万㎡纯甲级写字楼———天来中心，地处

西成都光华新城中心， 以海峡两岸科技产业

园和大学城为依托， 打造集金融、 制造、信

息、 文化和行政于一体的西成都商务中心。

高达约118米的商务地标，凝聚国际知名设计

公司智慧， 时尚大气的建筑形象， 构筑出进

驻企业骄傲的身份名片。 天来中心汇聚各行

业高端企业总部， 凭借完美规划及鼎级配

套，成就西成都“百亿商圈”纯甲级商务标

杆。 如今入驻企业即可享受政府招商引资税

收优惠政策， 大宗购买享更高优惠， 好机会

不容错过。

5克拉钻石公寓：

天来大酒店五星级统一管理，均价

1.08

万

/

㎡

5克拉钻石公寓将导入国际最高标准酒店

服务体系， 由成都天来大酒店统一高效的管

理，投资方式灵活。优越的硬件设施、贴心周到

的五星级服务、百亿商圈核心区位，为超高投

资回报提供稳固支撑。

四大巅峰优势：

城西中心、双地铁上盖、百亿大商圈、城市广场

天来国际广场傲踞城西中心， 其优势区位

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财富在这里聚集。地

铁4号线在本项目专设站点，让您的出行轻松换

乘、通达各地。包含天来城市综合体商圈、文化

产业园商圈、城南总部商圈、丰隆国际商圈、珠

江新城商圈的光华新城商圈， 是政府规划的百

亿商圈之一， 拥有得天独厚优势资源的天来国

际广场占据这一百亿商圈的核心地位。

光华国际广场， 作为项目强势配套之一，

更是汇聚光华大道、 温泉大道两条交通大动

脉，构建全互通式立体交通体系，开创复合式

全功能城市广场，将城市中心、商务中心、商业

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市民娱乐休闲中心五合

为一。西成都中心———天来国际广场，繁华生

活领跑者， 启动光华新城核心区域绚丽聚变、

城市理念全面升级，在众望所归中成为成都投

资的极佳选择。

（熊沙杉）

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口， 投入运营不

久的地铁大厦正处在繁忙的装修期。“半

层起租，目前出租率已达到85%以上。”成

都地铁实业公司相关负责人称，成交租金

普遍在85~100元/平方米/月，远远超过两

公里外的新希望国际、 美年广场等写字

楼。“租金差距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地铁大厦直通世纪城站口。”他解释道。

事实上，这种能否直达地铁的“零距

离效应”正在经验丰富的投资群体中悄然

扩散。 地铁大厦一墙之隔的泰然·环球时

代中心同样可以直通地铁站口， 推出的

5.75米层高跃层办公产品受到投资者追

捧。而环球时代中心对面的棕榈泉国际中

心，超甲级写字楼半层起售，目前已累计

售出14个整层。虽然城南商业地产形势严

峻，但这类可以直通地铁的商用物业反而

呈现出火热销情。另外，已投入使用的办

公物业，可以直通地铁的，租金水平往往

要比距离地铁口一公里外的高出一倍。

对于这种 “相差一公里， 租金差一

半”的现象，成都写字楼信息网总经理李

东表示，地铁口物业其实是地铁沿线物业

中的最优质部分。受益于轨道交通，地铁

站口会形成“漏斗效应”，客流、商流以

“漏斗口”为中心向内聚集。这也是国际

国内大城市地铁开通后，地铁口物业普遍

走俏的原因及价值规律。他还强调，目前

世纪城板块真正具备地铁口效应的写字

楼非常稀缺，“也就泰然·环球时代中心、

棕榈泉国际中心等少数几家吧。”

伴随中小企业陆续南迁，中原地产的

一份报告亦指出，中小企业对办公面积的

需求范围在100～200平方米，可以接受的

租金多在40～60元/平方米/月，而城南相

应的项目却少之又少。

目前，城南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针对

中小企业办公的全新产品。 位于地铁1号

线世纪城站口的城市综合体“泰然·环球

时代中心”迅速进入业界视线，引来不少

投资者及中小企业主关注。吸引到访者络

绎不绝的原因有四个：一、243米城南在建

最高楼；二、5.75米跃层办公；三、自成功能

体系的商务配套；四、项目直通地铁。

一位投资者称，投资商业地产，首先

要选昭示性极佳的地标式物业。 泰然·环

球时代中心的帝国大厦建筑风格以及大

本钟元素植入，都是当前成都商业建筑最

缺乏的。 另外，5.75米层高跃层办公产品，

地铁1号线上也仅此一家。再加上“超标”

层高且硬件配置规格较高，已经完全可以

媲美甲级写字楼。开发商帮投资者将空间

隔成两层， 实际使用面积甚至超过200%，

有效稀释了产权租金价格，后期租赁自然

毫无阻力。

企业主郑先生也表示，传统甲级写字

楼气派非凡，但对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来

说却过于奢侈， 既不经济， 也不实用。其

次，准入资金门槛太高。如果购买200平方

米的写字间，按揭一次性现金投入将不少

于100万元，增加了企业财务压力。

对于泰然·环球时代中心推出的跃层

办公产品，郑先生相当喜爱。他称，跃层办

公完全颠覆了传统写字楼呆板的内部空

间，5.75米层高最大增加一倍使用面积，一

套使用面积2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 总价

可以控制在120万元之内。 只需要用一套

住宅的价格， 就能在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

口买下一间优质办公物业，在过去是不敢

想象的。

（王胜波）

天来国际广场:

商业、写字楼、酒店式公寓全新亮相

楼盘名：天来国际广场

地址：成都温江区政通东路69号

开发商：成都天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028-69888888

产品：商业、写字楼、住宅、公寓

{

楼盘名称：泰然·环球时代中心

地址：天府大道（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旁）

开发商：成都泰然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28-86031111

产品类型：第五代超甲级写字楼、甲级写字楼、跃层办公、CBD精装官邸

{

两天前，23万平米世豪mall举行全球招商

大会，让其成为成都楼市3月的关注焦点！

据悉，这是世豪广场继整合国际商业品牌

“伊藤洋华堂”之后，再次牵手国际商业品牌。

较之四年前，世豪广场在2013年将给城南带来

更宽、更广的影响。从商业业态来看，电影院、

真冰场、KTV、游戏厅、高端餐饮的进驻，不仅

丰富了城南的消费体系，也丰富了城南的时尚

含义。 从商业品牌来看， 韩国CGV影院、

ZARA、UNIQLO （优衣库）、TOM熊、C&A、

巴国布衣等知名品牌的入驻，不仅巩固了该项

目“城南第一生活主场”的席位，还给了它再

次续写“中心价值”的实力。

四年积淀

世豪广场从“中心”到“主场”

2010年4月，80万平米城市综合体强势亮

相，短短一个月，它便以“城南首个一站式消

费目的地”的市场认知走红。业界人士评价认

为，世豪广场是大源组团首个具有识别性的项

目。它的出现，成为周边楼盘一个必须提及的

配套。据开发商人士回忆，伊藤洋华堂的入驻，

成为周边十多个项目大肆推广的题材。

2011年11月，5万平米的伊藤洋华堂（高新

店）开业，大源组团首个一站式生活消费目的

地呈现，数万人的入住热情被点燃。记者多次

前往大源组团采访时发现，几乎每一个住在城

南和打算在城南买房的人都会提及，伊藤洋华

堂对城南的意义。事实上，在它开业之后，城南

刚需和首改住宅产品的销售明显提速。

2013年3月，23万平米世豪mall举行全球招

商大会，数十个国际商业品牌集体签约，据世

豪新瑞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世豪mall将在今

年年底开业。这意味着，世豪广场当年吼出的

“城南以我为中心”宣言，已经成为10万人的

消费共识。较之四年前，世豪广场已经牢牢占

据“第一生活主场”的地位。

错过世豪瑞丽

世豪写字楼，给你第二次机会

4年前， 世豪广场将城市红利给了住宅

“世豪瑞丽”。4年后， 世豪广场将给写字楼客

户带来更大的红利。因为，较之4年前，大源组

团的土地属性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时还是图

纸和在建的城市配套，包括医院、学校、地铁、

公园逐渐兑现，大源组团从一座建设之城晋升

为一座生活之城。

以伊藤洋华堂为例，据记者了解，该卖场开

业以来，每天前来消费的市民超过10000人。而到

今年年底，23万平米的世豪mall将带来更多消费

的理由，譬如，电影院、真冰场、游戏厅、KTV等。

在全系生活配套成熟后，世豪广场才推出

写字楼。这是因为，针对成长性企业的写字楼，

需要给他们提供等量级的生活配套， 换句话

说，写字楼同样需要繁华。据悉，本次推出的写

字楼产品面积区间为120-2000平米， 总量共

20000余平米。也就是说，世豪广场2万平米的

写字楼享受约28万平米的生活配套，这种物业

目前在城南还没有竞品。

2013年， 是城南写字楼集中交付的一年。

近300万平米的交付量， 将考验大源组团生活

配套的承载能力。在这种格局下，你会很清晰

地发现，不少企业主和投资者在选择写字楼物

业时，其实没有那么明智。

�

（陈柏喜）

世豪广场:

四年沉淀，续写“中心价值”

开发商：成都金怡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028-86033888

地址：高新区·天府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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