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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蓄势4年

成都东原终发力

2014，成都东原剑指30亿，2大新项目惹火楼市

2014年春节后第一周，东原地

产便火速上马新项目。 记者注意

到，当大多数开发商营销人员还在

休假时， 东原地产已经全面开工，

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上周六， 东原亲亲里正式亮

相，这意味着东原地产率先打响楼

市第一枪。据记者了解，上周末项

目售楼部涌入2000多名购房者，成

为新春“人气最旺楼盘”之一。而

即将在本周末亮相的 “东原时光

道”项目，还未入市就已引发不少

购房者的关注。据东原地产营销部

负责人透露， 本周末售楼部开放

后， 至少会接待3000组购房者。该

人士强调，虽然项目售楼部还未开

放，但已经通过“地面部队”开展

营销工作， 且周边不少购房者表

示，周末肯定会去现场了解。

“东原地产今年的销售重点

是两大新项目。对我们来说，项目

取得良好销售业绩是最重要的。当

然， 我们拥有打动客户的产品。”

成都东原地产营销部负责人说，成

都对东原地产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市场，近期，我们还将继续拿

地。“至少还要拿两块地， 确保成

都市场实现‘七盘联动’。”（注：

如果算上东原绵阳项目的话，成都

东原目前在售、 待售项目已达到8

个）

2014，目标剑指30亿元、楼市

前十强。至少在目前，这一业绩对

东原来说是一个具有压力的任务，

其中，既要面对充分竞争产生的市

场压力， 还要面对市场行情的波

动。抛开外界因素，要顺利完成这

一任务，就意味着两个新项目要实

现17～20亿元的销售业绩（注：东

原金马湖壹号和东原西岸，年度任

务8亿元；东原香屿，年度任务5亿

元）。对于这一任务，东原地产人

士信心满满。与此同时，一位熟悉

东原地产的人士表示，只要市场没

有出现政策性的大转折，东原可以

实现这一目标。

最新的消息是， 东原两大新项

目将在3月开盘，届时，400多套精品

房源将上市。那么，东原能创造“开

门红”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8大项目

东原地产全面布局

东原西岸

地址：

温江光华大道南侧金马国际体育城

户型：

70～80平方米

均价：

4100～4800元/平方米

热线：

69281888

� �

金马湖壹号

地址：

温江光华大道南侧金马国际体育城

户型：

280～550平方米

均价

：8500～12000元/平方米

热线：

66003399

� �

东原时光道

地址：

温江光华大道南侧金马国际体育城

户型：

58～89平方米

均价

：待定

热线

：68900999

� �

东原亲亲里

地址

：温江光华大道南侧金马国际体育城

户型：

60～90平方米

均价：

待定

热线：

68900888

� �

四川航空广场(暂定名)

地址：

人民东路6号

均价：

待定（租赁）

热线：

65063399

� �

东原香屿

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东原香屿居住板块

一期

户型：

70～115平方米

均价：

5000元/平方米

热线：

0816-2288888

� �

东原长洲

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东原香屿居住板块

二期

户型：

63～104平方米

均价：

4800元/平方米

热线：

0816-2288888

� �

东原长岛

地址：

绵阳市游仙区东原香屿居住板块

三期

户型：

70～200平方米

均价：

待定

热线：

待定

（陈柏喜）

东原地产， 是以地产开发、商

业开发、物业服务为核心业务的大

型综合企业。于2003年进军房地产

市场，总部设立于重庆。2004年，首

个开发项目———中央美地在重庆

大卖，获得市场及行业认可。近年

来发展迅猛，在重庆本土渝派房企

中位列销售前3。

东原地产立足重庆布局全国，

目前已在重庆、四川、湖北、江苏等

省市有项目开发及储备土地， 初步

完成西南、华中、华东的三大区域布

局。全国开发超过20余盘，形成了从

单盘精耕到多盘齐发， 通过多产品

供给和多区域开发的双重平衡来实

现规模化与可持续化的发展。

日前，一则消

息 震 惊 业 界 ！

2014年，东原地产

将在成都上演 “七

盘齐发”，年度销售

目标30亿元，剑指

成都楼市前10强！

（注：据成都透明房

产网公布的数据，

2013年，销售金牌

排名第10位的是花

样年地产， 备案销

售 金 额 30.91 亿

元。）

这意味着，自

2010年进入成都

楼市的渝派房企领

军 者———东 原 地

产，在经过4年的蓄

势之后终于发力。

事实上，春节之后，

东原地产旗下两大

新项目“东原亲亲

里”和“东原时光

道”相继亮相，已说

明成都东原2014

年的决心和雄心。

据东原地产内

部人士透露，2014

年， 东原地产的目

标是30亿元，包括

成都和绵阳。近期，

东原还将继续拿

地。 按照该人士的

说法，2014年，东

原地产将在成都形

成 “七盘联动”的

规模。他还强调，完

成30亿元的年度

任务虽有压力，但

可以实现。

东原地产

来自重庆的一员“猛将”

春节过后，一则关于东原地产

的消息———“2014年，东原地产将

是成都楼市的一匹黑马” 在业界

不胫而走。事实上，关于东原地产

蓄势待发的猜测，从2013年下半年

就开始了。而这一消息，在去年7月

的土地拍卖现场上被印证。

2013年7月， 成都市土地拍卖

现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郑

州致方” 一举斥资20.72亿元拍得

成都主城区两宗地， 记者了解到，

郑州致方来自河南，当时在成都拿

地乃是与重庆东原地产联手。

拿地不久后，成都东原地产迅

速调整操盘队伍， 这一次调整，让

东原地产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短短

几个月时间，东原地产两大新项目

完成前期工作。春节后不久，东原

地产率先发力，两大新项目第一时

间亮相（注：东原时光道售楼部本

周末开放）。

“这才是东原的节奏。”一

名熟悉东原地产的业界人士表

示，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东原已

经形成了一套快速高效的体系，

能够确保在半年多时间内实现

从拿地到开盘。也正是因为如此

超强的执行力，东原地产迅速崛

起。资料显示：从2011年首次进

入“中国房企百强”名单后，东

原地产已经连续3年稳居百强之

位。凭借迅猛有力的全国化规模

扩张， 以及稳健的现金流水平，

东原地产先后获得中国房地产

百强企业“成长性TOP10”以及

“稳健性TOP10”两项大奖。

在成都，东原已经开发了四川

航空广场、东原金马湖壹号和东原

西岸， 算上两个新入市的项目，东

原目前已经悄然形成五盘齐发的

规模，业态涵盖高端住宅、超甲级

写字楼、精品住宅和高端商业。

蓄势4年

成都东原终发力

火速开工

2大新项目惹火楼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