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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6月初，“2013财富全球论坛”将在国

际城南召开，世界目光的齐聚，必将再度

推高城南的热度。 正如众多行业人士所

说，“未来成都看城南”，随着城市功能与

居住重心的南移，大量优质城市资源将在

城南聚集，而作为区域内最炙手可热的商

业杰作，环球中心的完整呈现亦进入倒计

时阶段，城南“财富”盛宴的帷幕，即将华

丽开启。

环球中心

“沉浸式商业”诠释休闲生活

城市建筑不仅要与经济发展交融互

补， 还应该呼应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愿景，

地产研究人士Franco�C hen表示， 建筑承

载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过去与未来，应该有

韬略与抱负。城市建筑与城市形象、城市

空间构成连续的、统一的环境具象，建筑

的功能则依附于城市生活的节奏和方式。

具有鲜明文化主题的休闲商业立体街区，

如宽窄巷子、锦里等，作为开放式的休闲

消费场所，已成为城市休闲旅游的重要目

的地，以及区域性地标建筑，它们作为商

业和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 对城市而言，

地位显而易见。

“慢生活，快发展”，成都人在努力工

作之余更懂得享受生活，而环球中心则完

美诠释了这种努力与享受之间的平衡。在

环球中心内除了能享受到世界500强乐天

百货中国旗舰店提供的高端购物体验外，

还能身临其境体验成都本土人文风情。若

把环球中心比作一座“微型城市”，那么

其中由大量休闲商业所组成的“全天候”

立体街区，就可谓是“城中城”。汇集本土

风情、创意购物、书店、酒吧、特色餐饮等

业态，环球中心通过对景观、业态、体验、

交流等视觉体验、感受氛围的营造，把成

都的休闲生活进行了精彩演绎。这里时尚

的购物感觉，自由的购物环境，齐全的消

费门类， 将为未来预计日均20万的人流，

打造出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的

休闲购物目的地，吃喝玩乐逛，一站到底。

青年学者王诗元表示， 在网络盛行的时

代，环球中心提出的“沉浸式商业”理念，

是一种去陌生化的全新尝试，它呼唤人性

的回归， 并以社交化和互动式的空间、业

态布局， 重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

生活真正的变得丰富多彩，并最大化地保

证了商家的利益。

环球中心

“循环黄金商圈”动力充沛

城市综合体在国内刚刚面世时，曾在

业界和市场引发过广泛讨论，但事实最终

证明，好的城市综合体不仅提高了消费者

的生活品质，也能最大化带动区域价值的

整体提升。 世界级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

就曾表示，“每座城市都需要有带领其步

入国际化的城市综合体。” 对于成都来

说，环球中心就是这样一座具有代表性的

建筑。

作为目前最受追捧的商业地产组合

形态，“高端酒店+中央商务写字楼+规

模化商业空间”的产品模式，代表着国际

商业地产的主要潮流。 这种模式同样在

环球中心内通过乐天百货中国旗舰店、

环球购物中心、 全新立体商业街区与五

星级洲际大酒店、5A中央商务城的组合

进行了呈现。在环球中心，不仅购物、工

作、餐饮、娱乐、文化、休闲、服务等功能

完备，旅居和商务也融为一体。而酒店客

群与写字楼的常驻人群， 为环球中心提

供了稳定且强大的人流， 使整个范围内

全天均能聚集优质消费人群，“循环黄金

商圈”动力充沛，这种24小时全天候不间

断的消费潜能， 将使环球中心各项功能

相得益彰，互为补益。

媒体投资人、地产研究人士张黎明表

示， 欧美国家高端服务业贡献的产值，在

经济总量中一直占据较高比重，不仅为经

济增长、 社会财富的增加贡献了巨大力

量， 更使经济发展变得高效且可持续。当

前我国也迎来了经济发展与增长方式的

转折期，而对于立志打造西部高端服务业

高地的成都来说，环球中心的出现恰逢其

时， 不仅为成都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

更为成都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机会，这也

印证了建筑与城市、 经济增长方式之间，

是存在良性关联与互动的。

（陈柏喜）

城南优品道广场是“优品道控股”继

城西高端住宅优品道后在城南打造的第

一个项目，是集电梯、别墅、公寓、商业于

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双楠国际新城的新中心。

项目位于双流国际新城核心板块，东

升白衣上街，该片区属于目前双流最具活

力的国际新城核心区域，也是双流政府着

力打造的高档住宅居住集中群，毗邻目前

全亚洲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占地8500多

亩地，8大主题公园，由一条白河，三支渠，

两条水系构成南北长达8公里， 总面积达

5.64平方公里的十字绿化带。 又以项目旁

边的中心公园为十字交叉中心点建海，形

成8大主题公园9大湖泊的格局。

商业对于消费者而言的本质是一种

生活方式的改变或养成。城南优品道广场

的出现将为拥挤喧嚣的城市带来一片绿

洲， 与8500亩亚洲最大湿地公园呼应成

景， 形成一种自然互动的新的生活方式，

人们可以尽享体验式购物的乐趣。

城南优品道广场引入了一个开放多

元的大型公园式的项目概念。这不仅仅是

一个商业项目，因为他有多个大型公共开

放广场及景观， 可以吸引人们到这里光

顾、浏览，最后这个项目变成一个目的地，

大家不仅仅到这里来购物，也可以到这里

来休息来放松。

通过连廊走廊广场等体验手法的空

间再造，为项目带来全新的思路。城南优

品道广场不像一般的购物中心那样，将人

们压缩集聚到封闭的空间内， 迫人消费，

而是以开放的体验化空间吸引人们主动

游玩、主动消费。彻底颠覆了现代社会一

味追求机器高效的工业化空间设计，形成

内部与外部景观的和谐与相互映衬。这里

将为人们提供近乎完美的聚会、 游玩、欢

庆的场所目的地。

八大世界顶级资源环布，8500亩亚洲

最大城市湿地公园与项目一路之隔，为项

目提供了绝佳的天然氧吧；亚洲最大川投

国际网球赛事中心紧邻项目，该球场是亚

洲唯一的A T P网球大师赛举办地； 另外，

占地220亩的谢菲联足球迪斯尼公园与项

目近在咫尺；奢侈品汇聚地奥特莱斯也与

项目咫尺之隔；国际重点中学棠湖中学与

双流中学环聚周围，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此外，项目还可享受牧马山高尔夫球

场带来的高端运动配套以及五星级川投

国际酒店、航都五星级酒店带来的高端商

务体验。

城南优品道广场坐拥50万平米的巨

大体量，纳时尚购物中心、优品金街、独栋

式美食空间、精品商务、精品酒店、时代华

宅、公园电梯洋房、高端低密等五大国际

业态集群为一体，丰富的产品线，全方位

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缔造天府新区时尚生

活地标。

已经亮相的50- 140㎡时代华宅电梯

洋房，坐享超级商业公园与8500亩亚洲最

大城市湿地公园的双公园， 无可比拟。超

大楼间可视距离，私享满眼风景；以优品

道控股一贯的七重塑园技法打造的约4万

㎡园林，精心勾勒一幅时移景异、层层错

落的盛美画卷。

城南优品道广场涵盖时尚、 艺术、购

物、娱乐、美食、商务、华宅七大全球风尚

主题， 提供的绝不仅仅只是购物这么简

单，全时段、全业态、全龄段的理念将贯穿

始终。可以想象，一家三口来这里：孩子接

受成长教育，父母购物，课后一起吃饭，晚

上一起看电影，所有需求在这里都可以解

决，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让人们获得更

多生活乐享体验。

（王胜波）

租还是驻？6年写字楼租金即可拥

有专属办公物业

按照目前成都办公物业市场来看， 以城南

主流写字楼衡量， 其租金价格约100元/㎡/月，

以相同面积进行对比， 青羊总部基地全景生态

商务总部入驻费用仅需写字楼的6年租金水平，

全景生态商务总部超高性价比不言而喻！ 与此

同时， 全景生态商务总部以其产品的生态性和

稀缺性， 全面提升企业的办公效率和彰显企业

形象，同时又使其具备了极大地升值空间！

配置升级

中央空调成为商务办公“标配”

全景生态商务总部不断提升办公配置标

准，打造底层4.5米、标准层4米挑高的生态办

公空间；层层景观露台设置，同时配备中央空

调，全面提升办公品质；高档石材外立面、玻璃

幕墙、高速品牌电梯，以及使用高级建材打造

公共区域，配备星级大堂，匹配您的尊贵身份，

力求给您最为舒适的办公享受。

服务卓越

1/3物管费价格享超值物业服务

青羊总部基地金牌物管———成都嘉善商

务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以远低于市场主流办公

物业费用的标准提供五星级管家式服务。以同

等级写字楼平均物业费12- 18元/㎡/月比较，

青羊总部基地仅仅为4元/㎡/月， 大幅降低了

企业办公成本。同时，园区提供免费地面停车

位以及充足的地下停车位，免除您每天寻找车

位的痛苦与烦恼。

名企圈层

约300家标杆企业发展平台

青羊总部基地历时八年，入驻国内外企业

近300家，建成一个集电子通信、商业贸易、机

械工程、水电、医药、金融服务、化工及其它诸

多产业集群于一体的企业总部办公基地。截止

2012年底， 青羊总部基地引进世界500强分支

机构6家，全国500强企业10家，行业100强企业

88家，中外合资及独资企业4家。真正实现了园

区倡导的“朋友圈、生意网”的合作共赢理念，

成熟的总部圈层也成为助推园区企业高速发

展的商务平台！

配套完善

入驻即享“一站式”服务体系

经过8年的发展与积累， 青羊总部基地已

建成西南地区一流的商务配套设施，为企业提

供从工作、休闲、娱乐、购物的全方位配置服

务。园区建成并投入使用蓝湾、观澜、名澜等五

大商务会所， 同时倾力打造运动休闲中心、青

羊总部运动基地等运动休闲场所，其中运动休

闲中心配备了成都超一流羽毛球馆、 健身馆、

瑜伽馆、岭御室内高尔夫会馆、恒温游泳馆等

设施，深度营造办公与休闲的无缝对接。无论

是配套体系还是配套标准，都有着独特的创新

设计， 为入区企业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企业办公效率，营造一种“不出园区门，

能做所有事”的舒适办公体验。

（刘瑞国）

有消息表明，新街里有可能在2013年的第

一季度就完成收官，这再一次将2012年新街里

创新的销售记录，推向一个新的极致。2012年9

月发售，一个月销售两条街，两个月销售超过

10个亿，而最近新街里又传出消息，新街里可

能很快要被抢完。

近日，一位投资客专程从上海打飞的赶赴

成都买铺，4天时间看遍成都所有商铺，最终落

定新街里。目前，新街里内街铺王已极速完美

售罄，一推出便被早已关注的买家悄然收入囊

中，最后收官的含金量更高的城市主干道外街

临广场的千万级铺王，约200- 1000㎡，仅20席，

已吸引上百家全国知名餐饮企业争相竞逐，全

城千万级高端买家磨拳擦掌。谁能抢得最后收

官20席，买入桐梓林成都商街财富之巅，本报

将继续关注。

新街里之于南城都汇，好比万达广场之于

城东，万象城之于24城，新街里交付使用后，南

城都汇御天下更要迅速提升！别人用了几年的

时间塑造一座商业，影响一个区域，而新街里

只用了6个月时间。目前，不仅仅是新街里品牌

商家期待新街里，周边高端楼盘住户、桐梓林

商家、 城南消费者等都在强烈期待新街里。一

位专业地产机构负责人这样给出答案。影响成

都最有影响力的区域， 改变财富重地消费格

局，新街里，当之无愧2012成都商业的绝对明

星。 街区商业本是成都人最喜爱的消费模式，

商街铺面租金也是最高的，然而春熙路、宽窄

巷子均无铺可售，预计在成都未来10年也很难

有新街里这样的街铺出现，更何况在国际城南

最成熟的门户板块，新老富庶的核心聚集地。

事实上，2012年的成都商业楼市， 正以综

合体“附庸”的形式呈现井喷态势，谁，才是

2012成都商业地产的破局者？很显然，新街里

让业界看到了希望。“虽然项目打造的是商铺

物业，但它却有别于成都市场上任何一个售卖

商铺的楼盘。在桐梓林、新南天地商圈的众多

商业综合体包围中，和记黄埔地产用一条城市

级独立街区，彰显了企业非凡的商业造诣及开

阔眼界。”有商业地产专家一语道破新街里玄

机， 他认为：“成都商业地产通病即在于严重

的同质化，新街里凭借差异化理念，同时融合

了和记黄埔地产于亚洲累积的开发经验，为当

下成都商业地产突围，开辟出了一条范本式路

径。新街里无疑将为成都街区商业的进化带来

变革，真正解渴成都商业，一举弥补成都没有

真正街区商业的遗憾，正式开启成都街区商业

时代。”

值得关注的是， 新街里很多自营客户，让

新街里成为城南的高端生活主场已无悬念。跨

越10大行业的金融巨头、大型餐饮企业、零售

超市、 连锁咖啡等商业巨头纷纷进入新街里，

很多商家还把自己的西南旗舰店规划在新街

里。

（刘瑞国）

信德·环球广场的地段决定其价值，不仅

在整个黄金内环中， 是屈指可数的甲级写字

楼产品， 而且是金牛区第一座也是目前的唯

一一座交付使用的甲级写字楼产品， 被誉为

“金牛区甲级办公时代的开篇之作”。 仅此

一点， 足以让信德·环球广场从竞争激烈的

写字楼市场中脱颖而出， 免于混战独善其

身， 这也是为什么环球广场自开盘以来一直

持续热销的重要原因， 毕竟， 在一个绝对大

的区域内， 没有第二个产品可以选择， 就已

足以显示其产品的稀缺价值。 一位业内人

士分析：“信德·环球广场之所以逆市热销，

在于改变了写字楼谈未来、 谈预期的营销模

式， 现楼出击， 让投资者明明白白看到了市

场机会、投资回报。”

环球广场是成都信德实业凭借15年高端

商业地产开发经验，在西一环的核心地段打造

的金牛区首个国际级甲级标准写字楼。销售其

间，正值金牛区“一心、三核、一轴”城市空间

战略规划出炉，使得环球广场成为金牛区C BD

区域的标志性甲级写字楼，从此开始引领一个

崭新的商务中心的诞生。

信德实业在环球广场的建造上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为了缔造金牛区C BD 核心区的商务

新地标，打造区域首席国际化商务平台，专程

请到享誉全球的香港空间设计大师梁志天担

纲建筑外立面与内部整体装饰主力设计。18台

德国蒂森高速电梯的超高配置，已远远超越甲

级写字楼电梯的配置标准，8.2米挑高星级入

户口大堂以及包括5A智能化系统、 新风系统、

空调系统等在内的12项智能科技配置，全面大

幅度提升城西的商务办公水平。

环球广场年前已经交付使用，交房不足半

年，环球广场的出租率已达到78% ，租金从90元

/㎡/月上涨到如今的120元/㎡/月， 目前正在

上演“租约等待实力房东”的好戏，这么短的

时间内，租金收益上涨超过20% ，放眼整个楼市

也是极其罕见的。

（李姝）

环球中心：

城南“财富”盛宴华丽启幕

城南优品道广场：

坐拥超级商业公园财富

{

楼盘名称：环球中心

地址：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

开发商：会展旅游集团

电话：028-62723877

产品：写字楼、商铺

{

楼盘名称：城南优品道广场

地址：外双楠白衣上街177号（距双

楠大道约300米处）

开发商：优品道控股

电话：028-85732333

产品：电梯、别墅、公寓、商业

{

楼盘名称：青羊总部基地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成飞大道1号

开发商：成都青羊工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28-87077788

产品： 全景生态商务总部600—1300

㎡分拆面积，可以半层、整层、多层多种

组合方式招商。

楼盘名称：新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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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88887888�

产品：约200－1000平米主街广场铺王

{

楼盘名称：信德·环球广场

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号

开发商：成都信德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87616666；87700612

产品：纯甲级写字楼

{

青羊总部基地：中国总部标杆

新街里：两个月卖掉三条街

信德·环球广场：金牛区高端商务办公平台

———2012年成都

楼市商业地产杰作颁奖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