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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老牌企业新希望地产2012年创造了卓

越的成绩。 在传统高端板块桐梓林与中建地产

合作开发的桐梓林壹号和在新兴高端板块天府

门廊开发的塔子山壹号，于年底双双开盘，均取

得骄人销售业绩。

新希望地产在锦官新城、堤亚纳河谷等住

宅物业之后，开始进军写字楼市场，成功运营

出包括商鼎国际、新希望国际、新希望大厦在

内的三大地铁写字楼物业，每个项目在销售期

都创造了全城瞩目的成绩。目前三大写字楼已

经全面入住，代表了成都中央商务大道上地铁

商用物业的品质与水准。

2012年是新希望地产回归住宅开发的重

要一年。这一年，新希望先是展示了与中建地

产合作的高端项目———桐梓林壹号，清水单价

达到12000元左右，在高端物业中异军突起。然

后是11月底新希望独立运作的塔子山壹号在

天府门廊开盘， 低调的宣传和高调的销售，让

塔子山壹号成为业界话题，而项目享有的城市

及自然双资源、宜居人性化设计等，吸引了大

量购房者。塔子山壹号4个月时间销售了400余

套房源，清水均价约11000元，成为同等价格区

间在天府门廊卖得最快的楼盘。

（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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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土品牌企业颁奖词

作为一家在成都市场运营多年，先后开发

过王府花园、棠湖泊林镇等知名项目的本土企

业，棠湖屋业在成都购房者心中有着良好的口

碑和品牌影响力。

2010年，棠湖屋业率先进驻如今大红大紫

的华府板块，作为最具资历的“华府板块第一

盘”，自从入市后，其率先推出的低密度住宅

就在市场上引发购房者的疯狂追捧，这是目前

城南少有的千亩低密大盘。其棠湖泊林城项目

引入国际先进生活理念与优雅建筑，全面定义

成都居住新标准，打造成都新人居居所。

2012年年底，当诸多知名品牌企业进入华府

板块，棠湖泊林城又开始推出高层住宅组团泊林

城南郡，继续成为区域价值的引领者，棠湖泊林

城南郡自去年年底开盘以来持续热销，今年3月16

日，泊林城南郡开出二批次房源，当天成交210套，

成交额1.5亿元，让华府板块的价值备受关注。

据开发商负责人介绍，棠湖泊林城的低密住

宅和高层住宅都将入市销售，此外该项目重点打

造的400亩市政湿地公园以及30万平米商业也将

陆续开工。在华府板块乃至整个国际城南，棠湖

泊林城都是物业种类最为齐全、资源环境和商业

配套最为丰富的项目之一。此外，今年棠湖屋业

还将有一到两个新项目推出，这不但将丰富棠湖

屋业旗下的产品线，也将持续提升棠湖屋业在成

都楼市的品牌影响力。

（赵述锦）

世豪新瑞集团已与多家知名商业运营

品牌（

中国大商集团、王府井、伊藤等

）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截至目前，集团

已累计实现多个项目共计200万平米的开发

规模，尚有260余万平米在建项目，预计2015

年开发总量将增至350万平米， 自持商业面

积超100万平米。

2012年， 世豪新瑞集团以近20亿元的销

售额，成为本土企业前5强。在售的三个项目：

世豪广场、世豪嘉柏、世豪峰景，在它们所在

区域中走出独立行情。2013年，世豪新瑞还将

启动高新南区、金牛、龙泉、乐山四个新项目，

实现东西南北全覆盖，形成“7盘联动”的开

发格局，让成都楼市看到本土企业的力量。在

商业资源整合上， 除了有国际商业品牌伊藤

洋华堂，还有成都人熟悉的王府井。

世豪广场位于大源组团核心C BD区域，

总建筑面积约80余万平米，是集大型购物中

心、伊藤洋华堂旗舰店、甲级写字楼、高尚住

宅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2011年11月，

伊藤洋华堂（

高新店

）开业，激发城南30万

人的消费激情，并引发一波入驻潮。2013年3

月，23万平米世豪m all启动全球招商， 韩国

C G V影院、Z A R A、U N IQ LO （

优衣库

）、

C & A、T O M 熊等国际商业巨头签约，今年11

月将正式开业。这意味着，世豪广场在时隔4

年后，将成为城南第一生活主场，进一步夯

实项目的“中心价值”。

世豪峰景是由世豪新瑞集团开发的

第四期金河谷纯美高层系列，项目占地规

模600亩，产品面积区间80- 109平米，采用

中央大庭院设计，创造大面积集中景观绿

地，延伸了业主景观视野。建筑采用简约

A R T D EC O 式风格，在立面设计中着重突

出整体的层次感和空间感，给人以错落有

致的感觉。

世豪嘉柏是位于武侯区武青南路与双

星大道交汇处、以住宅为主的项目，占地约

80亩。项目以打造“时尚、宜居的高品质生活

社区”为目标，创造小区内部逸人的生活、休

闲娱乐空间，将功能性与观赏性融入小区景

观中， 在嘈杂的城市环境中开辟出一方乐

土。 外立面设计采用新古典的设计风格，强

调竖向线条的表达， 建筑体块穿插明晰，细

部处理到位，营造庄重典雅的外立面形象。

如果说过去世豪留给市场的印象是

一家小规模但有实力的本土企业， 那么，

从2013年开始，世豪新瑞将成为一个能与

大型房企抗衡的本土企业。事实上，这也

是世豪新瑞集团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未来，公司还将在地标级商业、甲级写

字楼、文化旅游地产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扩

张和布局。”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目

前正在积极筹备， 一旦条件成熟就开始启

动。据他透露，公司高层已经确定了发展规

划，其核心思想是全面发力，深度布局成都，

进军二级城市，打造成都本土第一品牌。

显然， 世豪在2012年的表现已经印证

本土企业潜力很大。 据记者了解，2012年，

世豪三盘联动，逆流而上，全年销售额接近

20亿元。这其中，世豪广场项目雄霸城南并

连续数月稳坐城南销售排行榜冠军，世豪

嘉柏项目持续领跑外双楠，金河谷项目三

期也持续领舞片区高端低密住宅市场。

2013年， 世豪新瑞将启动高新南区、

金牛、龙泉、乐山等新项目，七盘联动的格

局，必将令世豪新瑞成为成都房地产行业

令人瞩目的焦点。

（陈柏喜）

新希望地产：精品住宅双盘齐开

{

开发商：新希望地产

产品：桐梓林壹号、塔子山壹号

棠湖屋业：深耕成都市场 坚持精品战略

{

开发商：成都棠湖屋业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王府花园、棠湖泊林镇、棠湖泊林城等

世豪新瑞：七盘联动 2013新焦点

开发商：世豪新瑞集团

产品：世豪广场、世豪嘉柏、世豪峰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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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湖泊林城效果图

塔子山壹号全景

世豪峰景夜景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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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房企，自有一片天

核心

提示

成都嘉联地产总经理侯红权目前曾为多家本土房企项目

做销售代理工作，对于本土房企未来的发展之路，他给出了自

己的观点：没有上市企业的财大气粗，没有全国性企业的广种

丰收，在越来越高的准入门槛面前，本土房企的生存空间正在

被悄然压缩。但是，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区域性行业，在强手如

林的竞争环境中，在迷雾重重的市场背景中，本土房企应以更

加务实，更为灵活，更愿意学习的姿态，积极寻找和拓展自己的

生存空间。

成都金房集团董事长、 成都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协会会长王

晓白表示，外来房企在规模上、观念上领先成都本土房企。但是，

本地房企应该化压力为动力。“成都的本土房企根植于成都，成

长于成都，有自己先天的地域优势，对于成都的历史文化、人文

背景、社会环境更为熟悉，本土房企要对成都本土文化深入学习

和吸收， 在开发过程中打造出更多差异化的产品， 做出成都特

色，使本地开发商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不一定非得大项目，只要能够保证稳定的利润，可以对企

业品牌形成一个良好的延续，我们都愿意尝试。”四川泰然集团

董事长唐冰的这句话， 可能是绝大多数本土房企目前正在经历

或以往经历过的事实。他称，“对成都本土房企而言，和高手竞争

是最好的学习。”

综合评定榜单出炉

后，记者发现，吴昊那句

稍显感性的话语其实不

无道理。世豪新瑞、新希

望、 四川泰然、 炎华置

信、 人居置业……可以

说， 在2012年成都房地

产市场， 每一位最终入

围成都本土品牌企业的

企业都有着可圈可点的

市场表现或细分行业话

语权。 世豪新瑞席卷大

源组团、 四川泰然蛰伏

十年携 “环球时代中

心”重归超甲写、人居置

业固守城市主流地段、

新希望凭借 “塔子山壹

号” 突围攀成钢……在

外界连年抛出 “成都本

土中小房企生存危机”

的舆论大背景下， 成都

本土品牌企业的 2012，

活得精彩且让人尊重。

“大量成都本土房企起步即与成都房地产市场同步，普遍拥

有十五年以上的本地开发史。他们是最了解这座城市，同时也是

最了解成都人置业偏好的企业。” 吉信行·方圆置业总经理潘海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十余年的沉淀积累是成都本土房企最为核

心的优势之一。

例如，2012年在城南大源商务商业核心区开发“环球时代

中心”项目的四川泰然集团，十年前便打造出了“成都第一甲

级写字楼”———时代广场。包括壳牌、三星、通用、索尼等在内

的30余家世界500强及知名机构都曾在此租赁办公。 而环球时

代中心“第五代超甲级写字楼”的概念一经推出，便备受投资

者关注， 成为2012成都商业地产市场上不可多得的标杆项目。

另外，深耕中央都会区多年的人居置业，其天府世家项目在与

誉峰、中海·城南1号、中国铁建·西派国际等高端大平层的竞争

中丝毫不落下风。

实效机构执行董事吴昊的观点更加直白。他称，尽管成都

房地产市场全面开放后大量外来房企涌入，但成都本土房企在

竞争中并没有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外来房企有资本，有人力，

但这些还不足以彻底垄断整个市场，成都本土房企在适应了激

烈的竞争格局后， 大多找到了适合企业自身的发展模式。”吴

昊认为，单从开发水平及产品力上看，成都本土房企依然保持

着较高水准。

“从房地产发展趋势上看，高周转、短平快、融资渠道丰富、

工业化复制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备条件。保利、万科、蓝光等都

是此类房企的代表。”成都力道广告总经理朱亚谈到，虽然与外

来房企拼规模、拼速度不是本土房企的强项，但在精细化作业领

域，成都本土房企竞争力不容小觑。

新希望置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现在不再是盖

好房子就能赚大钱的时代，如何从策划、管理、营销、资金每个

环节做好，是今后竞争的焦点。他还称，从去年11月24号开盘至

今，塔子山壹号卖了400套，一举成为攀成钢片区屈指可数的快

销王。“差异化的面积区间、接近20% 的赠送率，以及符合成都

人生活需求的舒适户型设计是项目的三大杀手锏。”上述负责

人解释说。

对于精细化开发，优品道控股相关营销负责人用实例向记

者阐释，在城南优品道广场住宅部分，运营商前端便开始着手

做住宅的精细化设计。“以前的样板房设计， 可能更多是注重

大的空间布局和装饰风格。但是100平方米的房子，如果没有经

过精细化设计，实际居住起来会很不舒服。”她称，精细化设计

就是更关注入住之后的实际生活需要，比如说你回到家衣服挂

在哪里，鞋子在哪儿换？通过精细化设计以后，这100平方米的

收纳空间明显大于传统的空间，家里就会非常容易打理，用起

来也比较方便。

行业影响：

他们足以代言成都本土房企最高水平

开发模式：

不求大而全，精细化作业不输外来豪强

未来展望：

不惧残酷竞争，本土房企依然值得期待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环球时代中心鸟瞰图

棠湖屋业

植根成都

筑造精品

塔子山壹号

地铁口

双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