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TOP作品，造就一个高端生活版

块，书写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经过五

年积淀后， 中粮·御岭湾将用一座岛的方

式续写中国山湖生活典范。

六年前， 当中粮地产携手LANDD、

J+DS、EDS三大世界知名设计公司来到龙

泉山脉时，城东高端人居历史的新篇章就

已翻开。中粮·御岭湾，凭借高端的项目品

质、 国际化的配套和稀缺的山水资源，一

举打破了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单纯以售

卖资源的价值模式。

中粮·御岭湾， 用六年时间在最早并

不被看好的龙泉山脉，将那种在国际影片

中财富精英群体的诗意生活带来成都。本

次全新登场的TOP级作品 “莫奈岛”，将

用一座岛屿续写中国山湖生活典范！

中粮·御岭湾

以“岛居”的方式续写诗意生活

2012年底，中粮地产潜心研发的全新

TOP产品“莫奈岛”正式亮相，用“独栋”

和 “独岛” 的方式刷新成都高端居住模

式。2013年， 中粮地产将在城东发起一场

“岛屿”生活模式的运动。

据中粮·御岭湾项目相关负责人透

露， 本期莫奈岛即将推出的低密住宅房

源， 将是整个项目当中产品量级最重、景

观资源最好、 投入设计力量最大的组团。

其临湖的半岛独栋区，除了御岭湾一贯打

造的半山半湖顶级高端住宅产品之外，还

将以“岛居”作为整个莫奈岛产品设计的

精髓。

该负责人强调，莫奈岛半岛独栋区首

次创造性地将800亩御景湖水引入山麓，

形成与内湖湖水循环流动的山涧溪流，将

10栋400-500㎡的独栋低密住宅完全包

围起来， 以湖水隔开岛居与外部的界限，

为业主的私密生活设置一道湖水的天热

屏障，形成完全独立于水面的“拾岛”组

团。此外，在800亩内湖湖心，中粮·御岭湾

还打造了两座分别占地10亩的岛屿，每座

岛上只打造一座庄园级独栋产品———莫

奈庄园，以一座精心打造的廊桥连通小区

与小岛， 并以高大的银杏并列上岛的大

道，再现庄重的归家仪仗。

全系配套呈现，

生活本应“纵情山水，忘情天地”

如果你没去过中粮·御岭湾的话，那

请先看一组数据：5000亩的真山真水，800

亩原生态湖泊，3000亩天然森林，475套独

栋低密住宅规划，平均每户业主占规划用

地2亩、占原生态森林6.3亩，占原生态湖面

1.68亩……这些罕见的山水资源， 只是该

项目给你的自然禀赋。

当你走进项目时，你会发现，中粮御

岭湾还特别配备了四大世界级配套：六星

级御岭湾会所、皇家交响音乐厅、国际皮

划艇俱乐部、卡贝尔廊桥。其中，御岭鸿会

所拥有咖啡厅、中西餐厅、健身房及瑜伽

室、恒温恒湿室内泳池、KTV、专业SPA及

理疗室、室内高尔夫推杆练习场等多种高

端配套功能，可为业主及亲友提供全方位

的生活服务。

中粮地产认为，在业主能够享受绝佳

的资源资源和国际化的配套外，理应拥有

原汁原味的庄园建筑。因此，项目整体建

筑设计风格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基调。据

设计师介绍，莫奈岛是以北美庄园式建筑

风格作为设计蓝本，一方面在建筑外观上

保留了原英伦的古典线条，另一方面在建

筑内部也汲取了北美草原低密住宅的空

间精髓，建筑设计上，最大限度上保留了

北美庄园的施工工艺、细节和标准，讲求

严格的比例关系。据悉，莫奈岛本次推售

的主力房源面积区间是350-880㎡， 总价

500万-4700万元。

（陈柏喜）

家喻户晓的黄浦江成就了上海的高端住

宅， 闻名全球的亚龙湾使得三亚的房子身价倍

增， 价值连城的名人故居百年后依然盛名不改

……但不少风光一时的所谓“豪宅”，随着岁月

变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因为纵然有各种不

惜重金打造的配置高端住宅， 但只有真正的高

端住宅才会让人们愿意一掷千金。 经不起时间

的流逝，没有留在人们记忆里，高端住宅如何高

端？保利康桥，有着资源地标“沙河半岛”，城市

地标“东郊记忆”这些成都无法再生的资源，而

能长留人们心间。

不负名门， 保利·康桥将滨河高端

住宅资源推到极致

没有足够丰富的阅历， 难以成为行业翘

楚。保利房地产（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是保利

集团旗下大型国有房地产上市企业， 连续5年

蝉联“中国房地产行业领导公司品牌”、国有

房地产企业综合实力榜首。2012年保利地产销

售突破千亿， 成为中国第二个突破千亿的房

企。同年，保利成都销售签约额突破90亿，连续

三年位居成都第一。

无论是成都首例套均超过千万元的纯独

栋低密住宅群———保利拉斐庄园，还是声名在

外的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均作证了高端住宅专

家保利的非凡实力。历经4年，看地达100余宗，

高端住宅保利终于找到适合保利“康桥系”生

长的土壤———沙河半岛、东郊记忆、建设路繁

华商圈，与生俱来的天赋版图，营造出“康桥

系”作品的最佳基础。

持有沙河半岛， 东郊记忆两大资

源，康桥声誉百年

据统计， 近年来国内外游客到成都旅游，

“熊猫基地”、“东郊记忆”是点击率最高的两

个关键词。而著名的沙河整治工程于2006年获

得了河流“奥斯卡”之称的国际舍斯河流奖。

保利·康桥，兼得资源地标和文化地标，是成都

二环内唯一半岛高端住宅，更享有成都文化名

片旁极佳位置，如何会被遗忘？

在成都二环内的绝版资源型住区浣花板

块2006年“谢幕”后，成都高端买家就长达6年

与类似资源高端住宅彻底“作别”。同处于二

环内，浣花已为他人囊中物，成都市区的珍稀

半岛，唯有保利康桥。保利·康桥三面临沙河，

呈一个半岛状。成都生命之河沙河，从康桥的

西、北、东三面蜿蜒流过。当别人还在关注财富

的多寡，你却一直重视生活的质地，保利·康桥

是你的睿智之选。

每年巨资推广的“东郊记忆”，

就在保利·康桥旁

标号为“1519”的四川境内第一批蒸汽式

火车头、 有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装修风格的工

厂食堂、BEATBASE的专业DJ打碟工具、大昌的

顶级发烧音响、音乐之声的古典音乐唱片、园区

的“1899个人电影厂”……新老元素完美交融

的“东郊记忆”，以其厚重工业文明和现代音乐

元素相继获得“中国文化旅游新地标”“国家音

乐基地” 等荣誉。 有着影立方773� IMAX影城

（22

米宽

12

米高的西南地区最大

IMAX

银幕

）；

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

全球最大无线通信运

营商的中央音乐平台

）等设施，是成都“东郊工

业区”东调后唯一完整保留的老工业厂区。作为

具有东郊特色的国际化优秀展馆， 园内规划有

商务办公、演艺展览、音乐培训、音乐主题零售、

酒吧娱乐、主题酒店和文化餐饮等多种功能区。

这一切，都将成为康桥业主窗外的风景。

城市或风景高端住宅，数以百计；兼得城

市与风景的高端住宅，唯有保利·康桥。二环路

“双快”5月建成，市域范围内“半小时快速通

达”的梦想渐行渐近。受益于此，建设路商圈

将再度升级。此外，王府井及万科钻石广场也

将为建设路商圈更添一筹。闲时漫步SM广场；

流连于万象城Gucci、BOSS等名店或是苹果成

都直营店； 沉迷于三千集里的西西弗书店、伊

藤旁的手工艺术品作坊； 陶醉于773� IMAX影

城或是万达影城、第五大道的良木缘咖啡醇香

……优雅生活在此上演。

（刘瑞国）

合景泰富与香港置地强强联手打造的

120万平方米高端城市综合体“环球汇”的

首发产品———天誉，2012年9月正式亮相，

截至年底实现成交金额6亿元，以15000元/

平方米的均价， 使其当之无愧成为城东高

端大平层的销售冠军。

天誉的出现，本就是一个新闻，在炙手

可热的城东二环侧天府门廊板块，由誉峰的

缔造者合景泰富和香港中环的缔造者香港

置地联手打造，强劲的地块价值和强大的幕

后操盘手一亮相，便让天誉被寄予厚望。

事实上， 天誉亮相两天， 接待客户口

600余组，人气爆棚。核心地段优势、Artdeco

风格会所、 细腻的东南亚风情度假园林和

沿袭誉峰打动力的精装样板区， 让客户流

连忘返。9月天誉开盘后， 每月的销售额持

续上涨，甚至有超越誉峰的势头，而成都誉

峰的成绩， 即使在合景泰富布局的全国楼

盘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可见天誉的力量。

天誉的价值非常明晰———就是一支潜

力股， 这几乎是被公认的。 在天府门廊中

心，以120万平方米的体量，构建起一个发

展引擎。集国际化高端购物中心、特色商业

购物街、超甲级办公楼、国际高星级品牌酒

店、 高级酒店式公寓以及高品质住宅社区

于一体，俨然一个现代化小城概念。有自己

的骨架、网络，同时四通八达的环球汇，将

天府门廊所有资源拉拢、整合，中心的聚合

效应，呈几倍放大其住宅物业天誉的价值，

令人惊叹。

天誉的规划也在誉峰的基础上进行改

进，地块呈一个完整整体，楼宇呈X型摆放，

以小组团营造出丰富的景观变化， 通过楼

体角度的细研，让每一间房都有最佳景观。

突破外围的城市繁华， 走进天誉室内，客

厅、餐厅、主卧、次卧、书房等空间都能推窗

望景。 户型延续了成都市场非常认可的誉

峰户型， 同时在精装修方面保留了各种极

具生活氛围的细节， 比如淋浴房的三重排

水、不溅水设计、玻璃隔断角度倾斜不存水

设计、 镜面灯四周均匀分布并有暗槽方便

拆换设计……而园林， 则是Bensley比誉峰

更好地了解、融入成都生活的升级作品，依

然精致的雕塑， 东南亚风格与蜀中园林强

调亭台楼阁、诗意平台栈道的有机结合、各

种树木层次色彩的搭配……

很多人认为， 天誉是更有成都味儿的

誉峰，在延续了誉峰高贵血统的基础上，更

懂成都人对休闲生活的追求。 这也是为什

么， 天誉的出现可以一举打破高端人士对

区域的抗性， 从熟悉的城南转迁到城东的

重要因素。 而3个多月6亿元的总销售金额

也印证了合景泰富一贯的理念：“只要有对

味的产品，就足以撬动市场需求。”

（李姝）

责编 李东 余婷婷

美编 赖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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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廊桥水乡处于牧马山腹心位置，

是真正通城、通港、通高速的近郊低密住

宅。随着多项道路的即将开通，以及第二

绕城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整个项目周边

形成了5横5纵的立体交通网络，实现了和

大城南主城区的、天府新城、成都CBD金

融核心区、 西部空港开发区的无缝连接，

20分钟到南二环桐梓林等，多条主干道和

高速可快速到达其他主城区。此外，项目

距离西部最大的航空枢纽———双流国际

机场仅需10余分钟车程。

近年来，“5+2”生活方式开始在都市

流行；所谓“5+2”，就是指拥有两处居所，

周一至周五住在市区；双休日回到郊区放

松身心，享受自然和亲情。不少人将这种

生活方式作为兼顾城市文明和郊区低密

住宅生活的折中解决方案，而金科廊桥水

乡全新“7天墅”组团产品的推出，就是最

佳的选择。

占据核心板块

“7天墅”天生丽质

牧马山板块已成为成都低密住宅开

发的缩影，也是成都最早成形的高端低密

住宅板块之一。而牧马山独有的三大至尊

优势，一直引领着成都高端低密住宅的价

值标准：一是绝版自然资源，使该区与大

自然有机地浑然天成一体；二是牧马山作

为成都城南新区的配套功能区，5条道路

直达市区， 交通便捷； 三是控制范围在

143.49平方公里的城南新区的确定， 使牧

马山片区在正式纳入城市版图的同时，还

成了有良好经营和投资环境、生活环境的

现代化高效率新城区。

一年成邑，三年成邦，十年成就牧马

山， 金科带着牧马山的发展决心一同壮

大，在区域打造高端居住产品廊桥水乡的

同时，以国际化的眼光顺应全球低密住宅

回归第一居所的趋势，以比肩全球高端低

密住宅的配套标准，斥巨资打造牧马山独

一无二的高端城市级商业集群，这是牧马

山迄今为止唯一的高端低密住宅生活配

套，牧马山低密住宅区正是凭借这一大型

生活集群得以正式迈入城市生活低密住

宅行列，也为牧马山低密住宅生活增添一

种至美的醇熟。

核心配套精工细作

无出其右

“7天墅”拥有由人工精心打造的精

致水景资源， 更近距400亩湿地运动公

园。同时，杨柳河、白河等天然河景环绕，

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此外，极高的赠送面

积也是本次独栋产品的震撼亮点， 产品

户型面积220-240㎡左右，实得面积高达

370-460㎡，赠送率85-100%以上，是牧马

山低密住宅中赠送率最高的产品。 大面

积赠送极大提高了居住性能， 扩大了卧

室空间以及数量，每层皆有露台设计，最

多一层拥有三个露台、阳台，并且分别位

于不同的采光面， 居住舒适度及品质感

毫不逊色于500万元级别以上低密住宅

产品。更有200余㎡私家花园，八角阳台

设计， 窗前可见风景如画极致稀缺的临

水独栋，更有重金打造的人工溪流，带给

您登峰造极的“7天墅”。

真正可以居住的低密住宅， 总是离

不开相应的生活及商业配套， 因为配套

的暂时缺乏，牧马山面临着入住率低、物

业升值慢等诸多尴尬境地， 但是这一切

即将因为金科·廊桥水乡的出现而被改

写。 廊桥水乡极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的

打造了约5万㎡区域唯一商业配套，欧式

“曼特小镇”商业风情街。开创了牧马山

高端商业配套的先河， 牧马山醇熟时代

由此开启，在这里，低密住宅生活将不再

孤独。

最后批次“7天墅”，

62席诚意申领中

总价在300万元以内的独栋产品绝

对屈指可数， 本次独栋产品的居住及投

资价值将再一次颠覆人们的想像。 据了

解， 本次廊桥水乡推出的62席小独栋产

品凭借超大面积赠送在牧马山片区独树

一帜； 具有超乎想像的产品价值， 配以

220余万元的低总价，超高性价比刷新牧

马山低密住宅投资价值， 全方位满足成

都高端投资者的购房需求。

（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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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御岭湾：

用一座岛续写中国山湖生活典范

楼盘名称：中粮·御岭湾

地址： 成都龙泉驿阳光大道138号

（成渝高速龙泉出口左转前行约

1000米）

开发商：中粮地产

电话：84836600

产品：莫奈岛主力房源350-880㎡

{

金科廊桥水乡:

牧马山第一居所典范

楼盘名称：金科廊桥水乡

地址：新津县花源镇北师大附中旁

开发商：金科廊桥水乡

电话：82581188

产品：全新“7天墅”组团62席小

独栋

{

楼盘名称：保利·康桥

地址：成华东二环路建设路（沙

河公园内，大蓉和旁）

开发商：保利地产

电话： 88858080�

产品及面积段：123平方米、172

平方米、180平方米、199平方米、

335平方米

{

保利·康桥：以百年声誉，回应资源地标

天誉：撬动城东高端需求

楼盘名称：天誉

项目地址： 成都东大路金融街核

心（东二环与沙河之间汇源北路

99号）

开发商： 成都市宏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电话：85936666

产品：精装电梯132-209平方米

{

仁和春天国际：成就国际城南的典范生活

楼盘名称：仁和春天国际花园

地址：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开发商： 高新区仁和春天置业

有限公司

电话：85321111/85312222

产品：国际城南中央都会华宅，

155-256平方米

{

作为国际城南，最早成熟的部分，位于南

三环外天府大道依稀的板块，一直为一个区域

命名而纠结，而随着仁和春天国际项目的落地

和推进， 这个板块开始自觉地向该项目靠拢，

随着仁和春天国际广场即将开工建设，仁和板

块在国际城南跃然挺立。仁和春天国际分两期

开发，一期为住宅-仁和春天国际花园，二期为

商业-仁和春天国际广场。

仁和板块，国际都会生活范本

顺着桐梓林、 神仙树分别驶入益州大道、

剑南大道，一路南下越过三环立交，几分钟不

到的车程，天府新城便跃然眼前。而这个区域

的明星版块———金融城版块，就是仁和春天国

际所在的区域。仔细看，不难发现：随着旧城区

桐梓林、紫荆、神仙树等高端居住区域不断向

南延伸，汇聚了誉峰、城南一号等成都知名高

端住宅，一个新兴的城市高端居住区开始在这

里悄然兴起。 而随着仁和春天国际的落户，该

区域将继续成为2013年国际城南新的领跑者。

而对于这个北靠南三环，南至绕城高速，总范

围达数平方公里的区域， 我们便将其称之

为———“仁和版块”。

仁和春天国际广场，

重新定义都会生活

位于仁和版块，即将开工建设的仁和春天

国际广场，是仁和春天国际项目的商业组成部

分，它同时也是仁和春天百货规划中的第四家

门店。仁和春天国际广场紧邻府城大道，总建

筑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由全球著名建筑设计

事务所———凯达环球（Aedas）设计，项目规划

功能将包括精品购物、百货、超市、影城、写字

楼、餐饮娱乐等复合型业态，仁和春天国际广

场将成为仁和春天在成都的旗舰项目，在坚持

仁和春天商业一贯品质的同时，该项目将更加

侧重体验式的生活购物模式，力求打造西南片

区乃至全国最时尚精致的Life� Style� Shopping�

Mall。

仁和春天国际花园，

以品质诠释都会生活

作为仁和在继世代春天之后推出的城市

高层住宅项目，秉承了仁和一贯的高端理念。

仁和春天国际花园位于仁和春天国际广场背

后，由8栋29-31层高层住宅组成，目前在售面

积从136平方米至258平方米不等， 均价在

10000元/㎡左右。项目将表现出仁和在景观设

计打造上的一贯优势， 社区景观设计从场地

地形出发， 配以水景， 各式绿化和引桥作点

缀， 为小区构成使用性与观赏性俱佳的园林

景观， 与此同时项目也更加强调户型设计与

细节推敲， 使得居住舒适性与产品品质得到

保障。同时流水叠墅会所，五星级门廊，3.1米

层高， 户户均带超大观景阳台等产品特点也

是受到了客户的交口称赞。另外，为了充分保

证项目的高端定位， 仁和春天国际花园将与

仁和春天国际广场实现有效的区隔， 其目的

是为了让居住者在获得便捷生活配套的同

时，亦不受商业的干扰，实际上，也这是全球

许多著名国际化都会生活区的一大特点：商

业、居住物业在有机联系的同时，又相对属性

上的保持独立。古人所追求的居于繁华，而后

大隐于市的生活境界，放在现代社会来看，恐

怕也莫过于此。

事实上，无论是仁和春天国际广场，还是

仁和春天国际花园，它们都已经在不同层面成

为这个拥有独特价值与区位优势的新兴版块

的重要推动者，并带领这个区域迈向国际都会

区的理想蓝图。

（刘瑞国）

特别推荐

金科廊桥水乡

保利·康桥

天誉

中粮·御岭湾

仁和春天国际

———2012年成都楼

市高端物业典范颁奖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