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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要软硬兼施有文化底蕴

核心

提示

远大·林语城是远大地产经过两年多精心

筹备，继远大都市风景之后献礼成都的高端系

产品巨著，项目整体占地336亩，雄踞成都最具

潜质的焦点板块———新双楠区域中央，坐拥百

万平方米繁盛商业配套， 包括时代奥特莱斯、

全球500强企业欧尚、成都美国城、蛟龙紫荆电

影城等，涵盖购物、餐饮、商务、商业、娱乐休闲

等多层次业态；同时毗邻丰沛稀缺的自然生态

资源———8500亩城市湿地公园， 相当于18个浣

花溪公园坐落家门口。

秉承“森林植入城市”的城市林居理念，远

大·林语城传承“北美赖特草原风格”精髓，陆

续推出城市纯正联排低密住宅、跃层阔景洋房

等一系列稀缺产品。每一次开盘，均刷新区域

的销售纪录，缔造销售传奇。2013年，项目应市

场所需， 首次针对刚需置业者推出了三期

90~120平方米的平层户型。秉承远大地产“客

户需求至上”的产品理念，三期采用纯板式结

构、南北通透，在采光通风方面营造出媲美大户

型的优良空间效果；在户型设计上重视客户的

生活所需及体验感受，90平方米做到双主卧三

房，117平方米做到三阳台四房。同时，园林景观

由一流景观公司“新加坡雅克筑景”规划设计，

以将“城市植入森林”创造具有诗意优雅的林

居生活。

目前，远大·林语城三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VIP卡的诚意申领活动。活动期间，办理VIP

卡即可立享3000元购房基金。与此同时，项目联

袂成都全搜索举办独家团购， 缴5000元即可抵

20000元房款。

成都商报记者 余鸽

棕榈泉地产过去17年的高端修为，

已经在北京、深圳、重庆等地达成“投资

共识”。在成都棕榈泉国际中心的身上发

生的三件大事： 全球奢华五星酒店费尔

蒙、成都首例“整层起售”写字楼、成都

首个国际品牌公寓， 让该项目成为成都

高端楼市的坐标。

2013年春节刚过， 一则来自棕榈泉

国际中心的消息不胫而走。

据记者了解到， 来自美国的一家国

际基金公司，在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之

后，最终选择入驻棕榈泉。据悉，这是继

哈尔滨银行、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金粤幕

墙之后进驻的第四家领袖企业。 据项目

代理商仲量联行相关负责人透露，“这家

基金公司在全球只选当地最好的写字

楼。”

除了写字楼， 棕榈泉费尔蒙国际公

寓在春节过后掀起一波小高潮， 单月销

售数十套。 据棕榈泉地产相关负责人透

露， 今年的重点工作将是配合费尔蒙加

拿大总部方面， 利用费尔蒙的全球高端

资源， 构建棕榈泉费尔蒙公寓业主与全

球知名教授、设计师、美食家等进行深度

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让他们真正融入到

高端国际生活圈中。

据悉， 棕榈泉地产作为中国高端地

产的领军者，已经成功在北京、重庆、深

圳开发多个地标物业。 世家机构副总经

理彭致远认为, 棕榈泉国际中心的成功，

是在于该企业在开发视野和理念上的领

先。

回顾过去两年， 棕榈泉地产用国际

品牌、精湛工艺、奢华服务革新了成都高

端市场的秩序。

2011年3月，刚刚亮相的棕榈泉国际

中心宣布， 引入国际奢华五星酒店费尔

蒙，让成都一举成为全球商务目的地，迅

速提升成都楼市的国际化进程。

2011年11月， 棕榈泉国际中心写字

楼入市销售。 为保证将来写字楼的整体

品质， 棕榈泉国际中心提高 “销售门

槛”，严格坚持“整层起售”，确保入驻的

都是实力企业。截至目前，200米高、43层

写字楼仅剩16层，但只有5位“业主”。

2012年9月，成都唯一可售国际奢华

品牌公寓———棕榈泉费尔蒙公寓入市

（

均价超过

2

万元

/

平方米、 物业费

13

元

/

平方米

），引起各高端圈层的关注，掀起

关于城市高端生活方式的热议，在短短2

月内，便热销过百套。

今年6月，棕榈泉国际中心写字楼就

将交付使用。这意味着，城南首个纯高端

写字楼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成都高端

市场必将向它“看齐”。这种“看齐”不

仅仅是建筑本身， 还是它所能提供给入

驻企业的“软性价值”。记者从棕榈泉地

产了解到， 写字楼的客户将享有全球奢

华五星酒店“费尔蒙”提供的“商务接待

服务特权”。

从写字楼“整层起售”到“国际奢华

品牌”公寓，棕榈泉国际中心揭开了它高

端、神秘的“面纱”，将成都高端物业标

准提升到了真正的国际高度。对此，资深

业界人士认为， 棕榈泉国际中心已经引

起了 “成都高端地产市场” 的变革，在

“费尔蒙”的进入下，成都楼市第一次与

欧美市场同步奢适。 你在向国际友人形

容自己在成都的家时， 再也不用去描述

自己家的客厅、花园有多大，铺的是什么

石材， 而只用说一句 “它是费尔蒙公

寓”，对方便完全明白。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棕榈泉国际中心：

成都高端地产的引领者

远大·林语城：诗意优雅 领跑新双楠

中国会馆：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的推动者

楼盘名称：远大·林语城

地址：成都双流双楠大道1号

开发商：远大地产

电话：028-61919999

产品：独创2.5层联排低密住宅、花园洋房

{

楼盘名称：成都棕榈泉国际中心

地址：天府大道中段199号

（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出口）

开发商：成都棕榈泉

联英置业有限公司

电话：028-66667878

楼盘名称：中国会馆

地址：成都金堂县观岭大道旁

开发商：成都中新悦蓉置业有限公司

产品：平层四厢大院

电话：028-8888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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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九龙、纽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

园、 上海陆家嘴黄浦江畔……全球知名顶级

高端住宅与这几个地段的关系不言而喻。尽

管曾经有一轮高端去地段论的不同声音，但

经得起市场、时间检验的真正高端住宅，必然

占据城市核心地段， 这是稀缺资源的不可复

制性决定的。

在成都，首先举起城市高端大旗的中海·

城南1号、誉峰对城南核心地段的独踞，新晋

高端作品绿地·锦天府、保利·康桥、华润·金

悦湾对城市核心稀缺人文资源地块的享有，

无一不在印证地段之于高端的核心价值。

“你所拥有的城市资源稀缺程度， 是决定其

房价的重要因素。” 一位业内人士说， 在成

都， 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浣花溪深处的城市

高端住宅，十余万一个平方米的价格，远超成

都平均房价，而且从未下跌只会上涨。

与普通住宅相比， 高端物业不仅仅是建

筑和庭院面积更大，功能更复杂，内外装更豪

华， 还在许多细节处理方面均有不同的设计

理念和表现形式。石材已经成为标配；有的建

筑已经奢华并大胆到采用琉璃、铸铜；安全避

难空间逐渐成为标配……显然， 今天成都的

高端建筑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建筑创新大赛，

比拼的是安全、舒适、奢华。在高端物业市场

中，ART� DECO、地中海、新古典主义、英国

乔治式、法式的建筑风格较为流行。绿地·锦

天府以ART� DECO风格为设计导向的立面，

配以大面积石材干挂搭配真石漆和局部手工

浮雕，高贵与典雅俱在。

对于高端而言， 品质与管理应并重，在

强调物业管理的同时， 多元化的会所设施，

住户足不出户就可享用各项设备，优良的物

业管理， 可提高私隐度及住户的安全感。完

善的设备及管理，是高端的重要一环。负责

任的物管和完善的安保系统，已经是普通住

宅的标配。而高端产品，除了这些，还需要配

备更精良的软件装备。

据记者了解，目前成都以棕榈泉费尔蒙

公寓、绿地·锦天府、誉峰等为代表的高端住

宅均在产品设计中加入了高端科技元素，比

如国际领先的智能家居系统，它通过远程控

制让人们的生活实现了舒适与科技的合二

为一。“高端住宅除了居所本身含有科技化

元素外，还应在公共空间方面有智能化和人

性化的考虑。” 一位购买中海城南华府的购

房者认为，开发商应该在电梯、停车场、小区

公共设施等方面融入人性化的科技元素。

安全技术也逐渐出现在成都高端物业

市场， 绿地·锦天府在地下车库规划有专门

的防胁迫系统，一旦业主面临威胁，诸如有

不法分子进入车内抢劫或者勒索，业主可以

把车开进地下车库， 停在防胁迫车位上，所

有的安防系统就会全部打开，在不被不法分

子知晓的情况下报警，物业以及警方就都能

马上得到消息。通过安防系统，警方可以第

一时间了解你的信息并准确地知道你的房

间号，让你在第一时间获救。

对于高端物业的硬件和软件，购房者都

好理解，但对于高端物业的文化，往往被忽

视。其实，随着高端物业的发展，愿意买高端

的购房者越来越关注高端物业背后的文化

底蕴。

不得不说，“圈层” 是一个已经被开发

商滥用的推广词汇， 但它也是最难明确、最

难具象的高端楼市概念。提到高端物业的标

准时，多家机构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圈层”。

所谓的高端“圈层”，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经

济、慈善、文化、奢侈品、生活在内的多项内

容，这是真正的高端物业必不可少的构成元

素。并非是开发商为了卖房子，急功近利张

罗几场红酒会、 雪茄品鉴等现场促销活动，

就能称之为“圈层”，实际上它有着极广的

定义和内涵。购买高端物业，实际上也是选

择邻居的过程，当一个住区只有极少数的塔

尖群体的业主居住时，你无法想象一座城市

的全部精英聚在一起时，他们究竟能够爆发

出多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多家专注于高端市场研究的机构表

示，真正的高端住宅是需要“血统”的。国

内高端市场毕竟刚刚打开， 真正意义上的

“血统” 还没有完全建立， 但你会发现华

润、中海、保利、华侨城、绿地等均在积累自

己的高端元气。“业内普遍认为上海凯旋

门项目定价偏高， 但至少这是新鸿基的作

品， 如果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开发商的项

目，肯定无法支撑。”易居中国成都公司资

深分析人士指出，“血统论”是一个笼统的

说法， 它涵盖了建筑和服务本身的高品质

以及高雅气质。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只有

像保利、新鸿基、九龙仓、合景泰富、华侨

城、中海、华润、绿地这样的高端大牌，手上

才有一大把现成的高端客户， 很多外地购

房者到成都就直奔保利·康桥、誉峰、华侨

城、金悦湾、城南华府、中粮·御岭湾，这就

是因为“血统”。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看硬件

———地段要无敌，资源要无敌

看文化

———血统和圈层一个都不能少

看软件

———服务要到位，安全有保障

中国会馆由成都中新悦蓉置业有限公司倾

力打造，由旅加华人新中式建筑大师何亚雄担

纲主创，为其“新中式呕心沥血之巅峰之作”。

作为中国仅见会馆式平层大院，中国会馆以其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独具匠心的规划布局，获

得了业界和市场的双丰收，一大批成功人士在

中国会馆满足了中国心结的同时，更是回归了

传统的中国世家遗风，在大院里实现了中国式

大团圆。

中国会馆沿2800米沱江源头中河河岸而

建。背依3000亩浅丘森林公园，紧邻观岭18洞国

际高尔夫球场，推窗可望龙泉山脉蜿蜒的山脊。

500亩地盘为超五星级奢华度假酒店和平层大

院豪宅、巷陌街坊、内河水网的四位一体系统，

结合新东方主义的典雅与后现代主义的简约，

营造出唯美中国风和舒适的现代居住感受。

中国会馆处于中河S形河湾之阳岸，与中河

北岸地块天然形成一个太极阴阳鱼的图案。中

国会馆规划借鉴中国传统城市街区的井字形布

局，道路笔直，纵横交织，将缓缓流淌的沱江水

引入社区内， 沿着井字形道路形成社区内纵横

交错的内河水系。 河水通过生物净化技术经多

重过滤， 流入社区内8000米长、6米以上宽度的

河道，利用河滨缓和的浅丘地势，形成由西向东

舒缓的流水。

此外，中国会馆的精细工法更值得一提。每

一个细节都精雕细刻，同时引入现代最先进的新

工艺，最新颖的建筑材料，传统与现代高度契合。

如为了保持院落内的干燥，院落的地坪垫高了90

厘米；屋面瓦选择昂贵的合金瓦，更能彰显传统

四合院屋顶的神韵；窗户选择德国原厂出品的多

向推拉铝木复合窗，兼顾了整体建筑风格的和谐

性与现代生活的舒适性；入户门是大气磅礴的仿

旧纯铜门， 让每一座庭院都显示出历史的厚重；

外墙的每一块砖都是特殊定制，使用现代钢构干

挂工艺，让每一堵墙都充满雕塑感。

中国会馆斥巨资自建超五星级奢华温泉度

假酒店， 礼聘全球知名的奢华私密酒店管理集

团，同步全球酒店顶级标准，引入亚洲顶级温泉

SPA会所、国际养生健康中心、艺术品收藏馆，

投建商务会议中心、全球私房美食中心，辅以2

万平方米自建风情等华贵配套， 一站式满足业

主高端生活全部需求。此外，据金堂政府有关部

门透露， 成都文旅集团将在金堂中心城区投资

打造第二个“宽窄巷子”，而选址则位于中国会

馆大门正对面，与中国会馆3公里河岸线资源以

及五星级度假酒店一起， 未来将成为成都人旅

游休闲的热点。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特别推荐

制图 帅灵茜

远大·林语城

新双楠首席

低密大盘

中国会馆

中国建筑

文艺复兴

像棕榈泉一样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