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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域成都住宅项目备案套数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备案套数

1

蓝光花满庭

2

期

2874

2

合能珍宝琥珀

2819

3

蓝光幸福满庭

2667

4

成都绿地中心

468

公馆

2270

5

南城都汇

2187

6

保利城

2179

7

天邑宏御花园

1892

8

东山国际新城

H

区

1858

9

中德英伦联邦

1756

10

傲城

1747

用“民生地产”撬动中国楼市

2013成都楼市榜单发布，蓝光“民生地产”全线胜出

在蓝光地产眼里， 坚持做民生地产，不

仅是提供民生产品， 还要提供民生服务，坚

持民生公益。在民生公益方面，蓝光集团奉

行“慈生我心、善行天下”的公益慈善理念，

以“民生”为着眼点，奉行公益回报社会。汶

川地震、玉树地震、“4·20”芦山地震，蓝光

地产第一时间捐款上千万元， 并组织物资、

人员积极参与抗震救灾。蓝光一直坚持捐资

助学，成立“蓝光助学基金”、牵手“希望工

程”、捐建“光彩学校”、关注“留守儿童及

乡村教师”、捐助“脑瘫儿童”、还在多所学

校设立宏志班、奖助学金，激励学生们完成

学业，蓝光以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的传统，传

递蓝光感恩客户、 回馈社会的企业文化，全

力兑现企业公民社会责任，这就是民生。

“放弃高利润、放弃‘假大空’，俯下身

来真真正正地做老百姓买得起、住得舒服的

好房子。” 在蓝光企业战略规划上，2012算

是蓝光“民生地产”试水成功，2013年则是

“民生地产”全面爆发，并且最终全面奠定

蓝光2013年成都楼市销冠。

（李杨）

民生地产的核心理念， 就是

要让购房者用最具吸引力的价格

买到品质更优的住宅楼盘， 实际

上从2013年成都楼市成交排行榜

中不难发现， 蓝光住宅成交套数

占比极高， 但是成交金额反而相

对较低， 可见蓝光已经从超高的

性价比中努力兑现自己“民生地

产”的承诺。

透明房产网的数据同时还

显示，主城区住宅备案金额前十

强楼盘中蓝光锦绣城、COCO时

代纷纷入围，而蓝光这两大楼盘

备案金额仅仅站到前十强总量

的16.3%。“十强名单里备案套

数占比蓝光高达27.1%， 但备案

金额前十强楼盘中蓝光只占

16.3%， 这充分说明蓝光单套房

价偏低， 通过户型面积的优化、

产品合理的规划等行之有效的

系列措施，蓝光把在成都的购房

门槛进一步降低，蓝光住宅显然

拥有最优的性价比。”业内人士

分析，从2013年各项数据中不难

发现，蓝光倡导的“民生地产”

名符其实。

2013年， 蓝光每个住宅项

目几乎都是各自区域的销冠：

幸福满庭是整个大城西的销冠

楼盘、 花满庭2期在整个北3.5

环区域销售持续领先 、COCO

锦绣去年以来就一直是整个东

3环最热销楼盘、COCO时代更

是建设路住宅的代名词。 奠定

蓝光2013年成都销冠， 正是凭

借“民生地产”。

年度关键词 ：民生

1

2012

年，蓝光全面布局“民生地产”。

2013

年，蓝光以“成都楼市销冠”的姿态全面收获“民生地产”。其

实从刚刚发布的销售数据不难看出，在进入单盘销售十强的名单里，锦绣城、幸福满庭、花满庭

2

期、

COCO

时代等蓝光旗下民生旗舰大盘销量屡创新高。

2013

年取胜的不是蓝光，这是“民生地产”的胜利。

2013楼市发榜，

蓝光“民生地产”全线胜出

元旦节一早，透明房产网第

一时间发布了2013年成都房地

产销售排行榜，其中除了公布蓝

光以112.94亿元的销售备案金额

荣登2013年成都楼市销冠外，其

中的分项排名更显示，蓝光去年

的民生地产楼盘大获全胜，蓝光

旗下的幸福满庭、花满庭2期、锦

绣城、COCO时代等民生地产代

表作纷纷进入“成都单盘销售排

名前十强”名单。经过2012年一

整年的布局，2013年蓝光在民生

住宅领域已经执掌成都楼市绝

对话语权。

根据透明房产网发布的数

据显示， 在整个大成都范围内

单盘住宅成交套数前十强名单

中，蓝光花满庭2期、蓝光幸福

满庭分别以2874套和2667套分

获第一和第三名， 同时这两大

项目的备案成交套数占到前十

强总计成交套数的24.9%。在成

都主城区住宅成交前十强套数

名单中， 蓝光入围前十强的锦

绣城、COCO时代、COCO金沙

共计成交备案 4609套之多，蓝

光三大民生楼盘占据前十强总

成交套数达27.1%，如此高的市

场占比， 蓝光民生住宅已经创

下历史新高。

民生地产，

就是要提供最优性价比住宅

蓝光今年在青岛和昆明推出

的是COCO蜜城，在重庆弹子石

CBD蓝光推出的是COCO时代，

每个COCO项目在当地都大受

欢迎， 今年下半年蓝光陆续在这

几个城市刮起蓝光COCO风潮。

锐理数据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郭

洁表示，蓝光就是要用品质刚需，

让更多消费者买得起并且住得更

好的“民生地产”理念来撬动全

国市场。

蓝光的核心竞争力已经非

常清晰，“民生地产” 理念已经

是蓝光的一把尖刀，住宅要用超

高性价比来体现“民生”，社区

商业、区域商业中心要为更广大

普通市民服务，解决市民尤其是

城市新区的生活配套难题，因此

商业同样体现了“民生”。“住宅

产品线以COCO系为代表的品

质刚需已经受到各地市场的高

度欢迎，而依附于品质刚需住宅

同 时 再 推 出 社 区 风 情 商 业

街———红街 ， 以及休 闲 商 业

街———耍街，从住宅到商业蓝光

的战略已经很清晰。” 业内人士

分析， 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蓝

光都在兑现“民生地产”理念，

而且也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和购房者的强烈响应。

COCO热销已成行业现象

蓝光将“民生地产”推向全国

凝结地产智慧

究竟什么是“民生地产”？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不是片面追求价格低，低价的同时确保城市居住

的舒适和便利。在蓝光的字典里，在传统的成熟

区域或者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区域，建造普通市民

买得起、住得好的房子，就是蓝光的民生地产。在

房子交付以后，真正根据业主的需求提供无微不

至的物业服务，就是蓝光的民生地产。风情商业

街不是哗众取宠，它是实实在在为住区业主提供

便利生活，这都是蓝光的民生地产。“不仅是住得

下， 还要住得好”， 这就是蓝光对民生地产的解

读。通过民生产品、民生服务、民生公益三个层

面，蓝光做透民生地产。

民生

地产

事实上，“民生地产” 的提法并非蓝光

原创， 之前也有全国化房企提出 “民生地

产”或类似概念，他们将“民生地产”解读

为 “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为普通人

造房”等，而蓝光对此却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蓝光于重庆推出COCO时代之前，重庆

楼市或许还不知道刚需盘原来可以这样做。

“套内面积40平方米居然可以开发成套三，赠

送面积达到近20平方米，蓝光让重庆同行开眼

了。”重庆一位地产同行表示，蓝光的民生产品

确实震撼， 用最低的代价买到最优的住宅，让

更多外地人有机会在城市扎根，这就是民生。

除了住宅的民生还有商业的民生。2013

年，蓝光地产在商业地产板块重新发力。值得

期待的是，除了商业运营和地产打造水平的全

面升级外，蓝光还首次将“民生地产”的理念

渗透到商业地产的推广打造中，让更多普通投

资者也能分享城市增值的红利，这也是民生。

依托COCO住宅、红街、耍街等系列民

生产品的成功推出，蓝光去年市场战略大获

成功，现在蓝光是同行热衷研究、考察、学习

的榜样。

民生产品 不仅仅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

民生是一整套体系， 不是说买得起、房

价足够低就行，你还必须将业主的上下班交

通用时、日常生活便利程度、幼儿园医院的

距离等因素全部考虑进来，同时针对业主的

需求真正提供全方位的立体物业服务。买得

起是第一位， 住得好才真正考开发商的水

平。“有生态无生活”、“房价低但生活成本

高”、“住着宽但距离远”的房子，都不能算

是蓝光真正意义上的民生地产。

COCO系产品显然是民生地产的代表作，

蓝光强调真正的民生地产不能脱离最基本、最

民生的居住生活需求。蓝光不仅为老百姓提供

住宅，更要为老百姓提供生活方式，民生地产

实际上将贯穿楼盘市场定位、 户型产品设计、

配套商业规划、后期物业管理等一系列过程。

为了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蓝光地产建

立起全国首个CRM中心大楼， 专门研究客

户关系管理， 建立起领先行业的CRM管理

体系，用针对高端的定制，服务普通人。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蓝光地产创建的会员组织

“蓝光客户俱乐部”， 架起企业与客户间一

道新的沟通桥梁，通过一系列对会员生活的

关怀行动， 打造独属于蓝光的 “幸福居文

化”。在后期物业服务方面，蓝光集团旗下

的嘉宝物业坚持将定制民生服务。在蓝光嘉

宝物业的增值服务表里，有99种针对业主的

额外服务，如磨菜刀、晒被子、洗空调滤网

等，为业主们考虑得无微不至。

民生服务 民生不是单个产品，而是一整套体系

民生公益 兑现企业公民社会责任

引领

60万人分享蓝光财富

全国化

从四川蓝光到中国蓝光

30

31

蓝光幸福满庭开盘现场

2013

年蓝光川渝房交会，业绩一片飘红

“

4

·

20

”芦山地震发生后，蓝光矿泉水连夜送抵灾区

2013年成都市主城区住宅项目备案套数排名

排名 项目名称 备案套数

1

成都绿地中心

468

公馆

2270

2

南城都汇

2187

3

中德英伦联邦

1756

4

龙湖金楠天街

1692

5

中德英伦城邦

1623

6

锦绣城

1606

7 COCO

时代

1592

8

保利香槟光华

1449

9

时代欣城

1426

10 COCO

金沙

1411

数据来源：透明房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