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德环球广场

城西甲级写字楼

新世纪环球中心

世界看这里

地处东大街金融C BD 核心区域的门户

位置，由亚洲地产九龙仓集团打造的国际标

准超甲级写字楼九龙仓·时代1号，目前已经

处于清盘阶段。开盘仅半年多，便达到这样

的销绩，也让九龙仓·时代1号成为成都甲级

写字楼销售前10强中最具代表性的楼盘。

东大街高端写字楼目前尚处于被低估的

阶段，时代系一期写字楼时代8号交房仅半年

多，出租率已超50% 。从2011年到2012年物业

价值年增幅高达11% 。 远高于一线城市4%至

6%的投资回报率。全新升级力作九龙仓·时代

1号，必将再度引领财富回报与升值。从建筑

形态来说， 九龙仓·时代1号极具现代感的超

高层建筑，成就东大街商务新地标，从交通区

位来说地铁2号线东门大桥站上盖，未来3、6、

8号地铁线在附近交汇， 均成就了九龙仓·时

代1号无可匹敌的写字楼坐标领航地位。据了

解， 在时代1号目前优质房源越来越稀缺，仅

有高区一个整层（37层）及限量180- 460㎡优

质房源。准现房已全面呈现。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刚刚出台的调控新

政对商业地产而言却是一针强心剂。 投资专

家指出，住宅限购、限贷等调控持续从紧，将

进一步刺激商业地产投资需求， 有望进一步

拉动成都写字楼、商铺和商用公寓价格，能使

商业地产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

（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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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每年的楼市排名中，单盘销售排行榜

十强中，都会出现南城都汇的名字，而这强

势地位已经延续了四年， 每年超过20多亿

的销售额， 南城都汇每年都成为国际城南

楼市的稳定力量。 而南城都汇·御天下，再

一次聚焦青年置业，75%为两房产品， 地铁

物业， 城市主场， 国际城南最成熟区域，

2013年， 南城都汇继续领跑成都市场已经

板上钉钉。

南城都汇坐落于桐梓林版块， 身处城

南传统富人区和发展迅猛的天府新城C BD

交汇处，联袂蜚声国际的建筑团队，构筑约

250万m 2繁华大城，缔造成都国际城南无可

争议的首席地铁大盘！ 项目坐镇国际城南

门户社区绝佳位置， 距地铁高新站约300

米， 同时亦邻近规划中的5号线、7号线，搭

配围绕地块的三环路与益州大道双城市交

通命脉，纵横立体式路网四通八达；

南城都汇近拥多重丰盛配套 ，約

20000m 2主会所现已正式运营， 与此同

时，凯丹 、欧尚、迪卡侬 、富森美 、家乐

福、茂业百货、九方购物中心等多家大型

购物商场引领时尚购物浪潮；天天渔港、

巴国布衣、凯宴美湖、红杏酒家、翠蝶咖

啡、良木缘等不同名流餐饮休闲，繁华生

活圈近在咫尺。

南城都汇·御天下是目前整个南城都

汇目前位置最好的，生活最便利的一期，主

力户型约87- 143㎡， 项目两房房源占比约

75% ，供应量城南区域绝无仅有，且约75%

的两房南北通透,四面环景；其中庭两房拥

双景，可享约270度水景、绿化；首层花园阳

光两房，带超大私家花园，享城市里的花园

生活； 顶层天际两房可多享约80% 的屋顶

空间,享无限视野空间；御天下超过半数为

亲水户型，近75%的全中庭内园房源，户均

可享绿化面积高达约24.8平米； 超前期同

类产品70% ； 御天下包括多户型搭配组合

（两房、三房、3+ 1房、四房）， 上周六，南

城都汇·御天下推出了一场小型 “城南企

业团购行动”，据悉，这场小型团购活动共

推出40套特供房源，2个小时， 诚意金客户

高达200余组，“迫使” 开发商不得不再拿

出最后压底的40套特供房源应急。 一位在

现场观摩的同行禁不住感叹：“仅仅一场

小型线下活动，热度竟然如此惊人，一旦御

天下全面发售， 迸发出的能量必然超乎想

象！ 我甚至还发现有其它开发商竟将项目

的宣传广告牌放到了南城都汇的临近地块

以内，我想他们看上的也是南城都汇·御天

下无可比拟的人气。 (

刘瑞国

)

成都华侨城东岸是由华侨城集团子公

司成都华侨城开发，华侨城是“以文化和核

心，旅游为主导，中国领先的现代服务业集

聚型开发与运营商”，以文化人居、文化旅

游、文化商业、文化演艺等产业综合开发运

营，打造品质生活和服务。在“依托自然，以

人为本”的规划原则下，成都华侨城出巨资

打造1.5公里府河外河，1.8公里府河内河，

铸就了全国难以比肩的生态低密环水的都

市高端住宅社区。

项目占地900亩，整体容积率1.0，分6

期开发，一期为北美风格的别墅、叠拼和

洋房，共计672户，已全面售罄。目前在售

的二期总占地约96亩，整体容积率仅0.76，

绿化率高达36% ， 物业类型主要是以临河

低密豪宅为主， 由16栋共164套的叠拼别

墅和5栋共31套的联排别墅组成。 华侨城

东岸自2010年10月开盘以来， 在没有任何

线上推广的支撑下持续销售， 就已突破

7.6亿的销售产值， 在各项调控政策的压

力下， 东岸依靠华侨城巨资打造的3.3公

里府河的资源优势及特有的完善的50万

平米商业配套。业主尊享直升成都万达七

中的资格，并且在3000亩版图内拥有金苹

果幼儿园， 人北小学的完善教育体系，销

量持续稳中求进。

一般来说，“拿地-融资-住宅开发-

回款-再拿地”，这是“中国式地产开发”

无法饶开的逻辑。然而，并不是所有企业都

从众顺应此道。华侨城即是如此。华侨城一

直是中国旅游主题地产的典范， 并且拥有

大量忠诚的拥趸， 早已是中国高端地产品

牌的样本之一。按照华侨城的愿景，华侨城

不只是一座城中之城， 它还是一座艺术之

城、教育之城、品质之城、生态之城，这恰是

华侨城的N 张面容。

华侨城东岸系成都华侨城在成都西北

区域打造的高端低密项目， 真正代表着成

都河居豪宅生活的第一范本。 整个东岸占

地900亩，容积率仅1.0，是3000亩规划中风

水及资源最好的地块， 项目位于成都上风

上水的府河上游区域，被3.3公里的原生态

府河蜿蜒环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东

岸成为了城市中唯一临府河而居的环水低

密高端别墅社区，享受着传说中的“城市

府河水岸上游生活 ”。

一直以来华侨城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住宅

楼盘，按照华侨城的说法，“为了一个家我们

造了一座城”。 在城市自然资源日渐稀缺的

成都西三环，因为3000亩成都华侨城，这里成

为了一个兼顾繁华时尚又充满欢乐气质的新

区。在华侨城开辟的新区里，是占地1200亩的

欢乐谷主题公园和建筑面积达50万㎡的商业

配套， 如此商业体量与城市核心商圈春熙路

商圈相当。走过27年的华侨城，从改革开放前

沿地深圳到休闲之都成都， 当两种精神内涵

碰撞到一起， 更有助于成都突破固守千年的

休闲文化的局限性。可以预见的是，华侨城将

把现代文化旅游、都市娱乐、奢适居住观念集

合在一起，融入成都并适度引领，正如他们在

深圳、上海、北京所做的那样，华侨城在哪儿，

哪儿就是中心。

（李杨）

楼盘名称：南城都汇·御天下

地址： 成都·南三环路四段·益州大

道北段 （地铁1号线高新站西行约

300米）

开发商：和记黄埔地产（成都）有限

公司

电话：028-8888� 7888

产品及面积段：两房、三房、3+1房、四房

南城都汇·御天下：

四年进入单盘十强

华侨城·东岸：

城市低密保留区

楼盘名称：华侨城·东岸

地址：金牛区交大立交桥外侧西华

大道（原沙西线）9号（华侨城欢

乐谷旁）

电话：028-86866688

产品及面积段：目前东岸一期已经

售罄，二期240-420㎡岛心联排、

叠拼持续热销中！ 根据付款方式，

一次性优惠5%，按揭优惠2%。

九龙仓·时代1号：

2013，房产投资看涨写字楼

楼盘名称：九龙仓·时代1号

地址：东大街芷泉段6号

开发商：九龙仓集团

电话：84440888

产品及面积段：180-460㎡

花样年·龙年国际中心：

郫县新城市中心

楼盘名称：花样年·龙年国际中心

地址：郫县郫花路望丛祠旁

开发商：花样年地产

电话：028-87505888

产品及面积段： 商铺面积大小

40-437 平 米 左 右 ， 售 价

9000-40000元/平米左右。

龙年国际中心项目位于成都城西郫县县

城西南部的“花样年.望丛文化园”片区腹地，

紧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望丛祠”及“望丛文

化园”核心园区。项目北邻郫花路、西临观柏

路，东、南为规划道路，距离成都主城区距离

仅10余公里，拥有积极便利的交通条件，成灌

快铁、地铁6号线、317国道、西区大道、成灌高

速等构成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花样年·龙年国际中心项目总占地191

亩，其中商业用地约96亩，项目规划总建筑面

积80万平米，定位为“成都西 80万平米活力

都汇”。商业部分命名为“花样年·花生唐”商

业广场， 将由花样年旗下商业管理公司统一

经营管理，规划包括主流精品百货、全球知名

星级酒店、超市、主题商业街区、地标级写字

楼、LO FT等多种业态， 属花样年公司打造的

又一城市综合体力作。

花样年公司从06年就先期进入郫县，致

力于郫县郫筒镇的城市改造和土地整理。其

中， 花样年土地整理范围是以古蜀文化发源

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望丛祠”为核心的规

划总用地面积约4.8平方公里的区域。 目前正

在销售的是项目1期商业“花生唐”。花生唐

打造的是一个有趣、有味、有料的时尚购物消

费空间。目前，项目成功引进全球最大酒店集

团、世界500强的喜达屋酒店集团以及耀莱成

龙国际影城两大主力商家， 同时与华润万家

超市达成合作意向。 另有近百家全球一线品

牌入驻。

（李杨）

泰然·环球时代中心

蜀都中心二期

城南商业王者再度归来

花样年·龙年国际中心

郫县新城市中心

优品道商业西南首席

50万㎡主题购物公园

买空港·韩国城

赚“腾”了

和黄：铺王收官

一铺赢成都

买进综合体，买的是未来

对投资客来说， 有一个简单的规律———背

靠大树好乘凉，而综合体就是所谓的大树。2012

年成都发布了城市综合体的一些硬性指标：在

二环内体量不低于15万平方米， 二环外不低于

30万平方米才算城市综合体。 一个城市综合体

选择的半径，要辐射30万人口，作为区域性中心

而产生的城市综合体， 才能获得良好的生存空

间。按照以上指标，成都目前在建或已建成称得

上综合体的超大体量建筑其实只有10余个。

城市综合体其吸附力和向心力也远远高

于同区域的其他商业项目。因此，不少城市综

合体都是商家自持项目， 比如来福士广场，商

场和写字楼都采用全球招商形式。

据透明房产网数据显示，作为高新区最大

的商业综合体，新世纪环球中心2012年销售金

额为11.9亿元，在商业地产销售10强中排名第

二。第一名成都金牛万达广场已经售罄。据了

解， 目前为购房者所关注的城市综合体中，总

体量260万平方米的巨无霸蓝光空港国际城，

体量在50万平方米之巨的城南优品道广场和

以80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坐镇大源组团的世

豪广场，无论是商铺、写字楼，还是住宅、LO FT

产品均取得良好的销售成绩。

这些表明， 综合体在投资客的心目中，是

最直接有效的人群聚集地，自然也是买进城市

未来的好机会。

买进商业体，买的是区域规划

作为社区商业补充性质而存在的商业体，

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新港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红兵表示，生存在超大型综合体旁边的

商业体， 大型综合体对品牌吸附能力更强，辐

射力度更大，而其他商业体生存难度更大。

地处郊区的商业体在2012年大放异彩，成

为中小型商铺投资客的主战场。其中一个原因

是，周围没有超大型综合体的吸附，能够覆盖

周围社区大约10万人口的消费， 对商业体来

说，就是十分愉快的事情了。第二个原因是，目

前二环路以内的底商均价已经在6万元/平方

米左右，城南的商铺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而三

环外近郊的商业体已经成为价值洼地。

成都各大房企都加快了近郊项目商铺的

推广，蓝光空港时代广场、龙湖北城天街及时

代天街、花样年香年广场等项目的商铺都取得

很好的推盘销售业绩。 地处大丰片区去年4月

亮相的福地广场，仅5个小时就办理了400组客

户的申请。

张红兵表示，高回报的商铺已经转移至二

三圈层，购买这种商业物业要看有没有业态规

划， 开发商是否有成熟的商业物业经营经验，

有没有人统一招商运营，以避免物业增值和地

块价值受到影响。

买进写字楼，拼地段拼品质

2012年可以说是成都的写字楼元年，市中

心和城南写字楼体量就有数百万平方米，各大

甲级写字楼项目拔地而起，引起业内人士普遍

担忧———同质化竞争不可避免！

对于地处市中心的写字楼来说，地段的绝

对优势很重要，以地处东大街门户位置的超甲

级写字楼九龙仓·时代1号为例，短短半年之间

均价上浮已达到近2000元/平方米。 地处西门

车站旁的信德·环球广场更是以区域内少见的

甲级写字楼傲视西门老城区。

城南作为写字楼的爆发区域， 则承受着更

大的压力，在这里卖得好的写字楼，都有不同的

销售亮点。泰然·环球时代中心以5.75米层高，成

为城南跃层办公的创新型引领者； 东方希望天

祥广场是目前天府大道C BD 核心区体量最大、

功能最全的项目，位于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上盖

物业圈上； 位于成都西中心的双地铁上盖物业

天来国际广场， 通过下穿隧道与光华国际广场

无缝融合，成为未来城西的中心写字楼……

买进社区商铺，买的是新方向

社区商铺作为家庭投资客最为青睐的区

域，其力量不可小觑。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

一铺养三代的老话依然是有其价值的。 纵观

2012年楼市，社区愈加成熟，项目愈大，周围居

住群愈多，社区商铺就卖得更好

以城南和黄新街里为例，早年由于地处三

环边，区域发展没有跟上时，南城都汇被人称

为空城，可当城南高速发展，如今的南城都汇

早就是人声鼎沸，而和黄新街里自然而然成为

区域内最为人所看好的社区商铺。据和黄相关

负责人透露，去年开盘到现在和黄新街里目前

已经销售10多个亿。龙湖金楠天街，今年1月12

日开盘销售600套，成交5个亿元。

龙湖金楠天街与和黄新街里的热卖都在

揭示一个现象： 社区商业街如果规模够大，空

间和动线分布合理，是可以媲美商业综合体的

吸附力的。和黄新街里具备9万平方米的街铺，

全程约1公里长， 罕有的城市级独立开放式街

区商业。 而龙湖金楠天街的峡谷风情商业街，

将开放商业街区与外部城市道路交会形成八

个街角开放广场，吸引人流走向面积等同于足

球场的中心景观广场，提供九个城市公共开放

空间， 把人流由外围空间向中心广场集合，形

成一M A LL、两街、九中心的商业格局。

中国专业地产研究机构房地内参负责人

尹香武表示，与深圳、上海等消费习性不同，热

爱悠闲的成都人骨子里有很深的逛街情结。在

综合体过剩、 大型商业街区缺乏的格局下，以

新街里和金楠天街为代表的商业街区优势不

可估量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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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成都商业地产未来：

看谁能吸引更多人逛街

制图 帅灵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