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 保利把自己在成都第一个高端

豪宅项目落在了成华区东二环建设路，那时，

天府门廊板块还未现雏形，人们无法理解，二

环路边上怎么能做豪宅？ 而且清水房都卖到

15000元/平米， 就算放到2013年的天府门廊

板块，这也是精装房的价，更何况是2年前的

建设路。很多人摇头叹息，觉得保利这次砸了

自己的招牌。

不仅招牌没砸， 保利地产反而用保利康

桥再树了一个标杆，2013年保利康桥销售额

破10亿元，并且利用天然的资源优势，在城市

中央打造出一方藏匿于繁花深处的湾岛生活

区。保利康桥项目相关负责人称，当初不看好

保利康桥的人，除了对区域的误解外，还因为

看不懂超前的产品设计。比如很多人认为180

平米就该做五房，可保利康桥用190平米却只

做了四房，并打造出超豪华的客厅和卫生间，

而这种设计，很多人两年之后才看懂。

2013年， 保利康桥的实体样板间和项目

中庭区域都逐步呈现，对于豪宅购房者而言，

实景体验很重要， 能够亲眼看见一个项目是

否物超所值。加上在2013年，有一股“居住回

归潮”，以前居住在城郊别墅的富人们，更向

往市区完善的生活配套，这时，保利康桥的区

域位置优势就更为凸显。 保利康桥位于二环

边，却又被一条沙河将之与繁华喧闹隔开，成

为城区内不可复制的一处湾岛， 进可享城市

繁华，退可享湾岛的宁静闲适，这也是保利康

桥热销的原因。

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

道北段（地铁孵化园站旁）

产品面积段： 总价25万元

起。酒店套房：40~65平方米，商

铺：5~40平方米

“看投资品的价值，首先是看地段。能以25万元

的超低总价入主城南地铁物业，几乎难以想象。”中

航·名人酒店的营销负责人说。中航·名人酒店绝版

的地段，决定了它在成都投资品市场中的领头羊和

霸主地位。

项目位于城南金融城核心区域，距离地铁口仅

数百米，是典型的城市核心区地铁物业。地处城市主

轴、天府大道中轴的金融城板块，形成了成都新的金

融中心、商务和科技中心、商业中心、会议展览中心、

文化休闲中心。新世纪环球中心、奥克斯广场、布鲁

明顿广场、东方希望中心、成都大魔方、高盛金融中

心等大型商业综合体环绕左右。 周边还有华西证券

总部大楼、川投大厦、中信银行总部等众多企业总部

大楼。

正是由于绝版的地段，让中航·名人酒店在投资

品市场大出风头。从2012年第一次内部认购开始，中

航·名人酒店就刮起了一股热销浪潮。2012年7月15

日，中航·名人酒店一批次展开内部认购，酒店认购

率高达80%。而到9月初，已实现销售过1.5亿元，300

多套的销售量，每周平均消化30多套！2013年，中航·

名人酒店几乎全年旺销，大单频现，更有

多个单元近亿元或突破亿元。2013年1

月， 有投资者花费近1600万元买下整层

酒店；3月，实现了单月销售额1.3亿元的

热销业绩；7月底的一天， 一位老业主花

1700万元，买下了一个整层，此前，他已

经购买了200万元的产品……产品前往

川内二级城市的展销，也所向披靡。

在投资者的追捧中， 中航·名人酒店

量价齐升，投资门槛也不断抬高，商铺投

资在四五十万元以上，产权式五星级酒店

的投资更是价值不菲，但依然无法阻挡热

销的势头。“这次限量加推的25万元起的

金铺，让投资者以超低门槛，享有同样的

绝版地段和超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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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绝版的城南金融城地段，绝版的五

星级酒店产品， 再加上几乎绝版的25万元

超高性价比， 这次推出的是我们的珍藏展

品！”中航·名人酒店的营销负责人这样表

示。

“中航·名人酒店这次推出25万元起的

金融城地铁商铺， 既是为了丰富自身的产

品线，进行高中低价位的产品配置，也是为

了规范投资品市场。 作为成都投资品市场

的领头羊， 我们觉得有必要用实际行动教

育投资者： 不管钱多钱少， 绝不能乱投

资！”这位负责人表示，投资绝对不是在菜

市场买菜，绝不能贪图便宜。首先要确定的

是投资品的核心价值所在， 它是否值得投

资， 是否能取得持续稳定的收益， 是否安

全。“中航·名人酒店这次推出25万元起的

金融城地铁商铺，就是具有超强投资价值，

保值、增值空间的产品。”

而且，此次限量加推的产品，“其实是

我们项目的明星产品，已经断货大半年了，

这次是2014年首次加推。”据中航·名人酒

店的营销负责人介绍， 这款明星产品是

2013年的爆款，每次一推出就很快售磬，几

乎以每周五六十套的速度进行去化。 由于

产品的数量有限， 因此去年上半年曾推出

过一段时间，很快就停止了加推，这一次也

将限量推新， 不但25万元起享受超高性价

比，而且还有不少是一楼的底商，位置非常

好，先到先得。

中航·名人酒店

限量推出25万元金融城珍藏旺铺

25万元能投资什么？ 买住宅限

购，买商铺不够，是买理财产品，还是

存余额宝，又或者是炒股？对于任何

投资者来说， 这都是一个头疼的问

题。而现在，25万元就能入主城南金

融城地铁口旺铺！

近日，2013年投资品市场的领

头羊中航·名人酒店，抛出了2014年

的秘密武器，在成都楼市投下了重磅

炸弹，激起众多投资者的响应。

在投资品市场中大出风头的中

航·名人酒店， 几乎以一骑绝尘的方

式， 引领着成都投资品市场的方向。

中航·名人酒店从开盘以来一路热

销， 低总价的产品早已断货多时。而

这一次，他们为何要再次推出这样的

产品呢？它又有何优势？

“除了地段，投资品本身的价值、

稀缺性，也是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航·名人酒店的营销负责人

表示，在寸土寸金的金融城板块，尽管

拥有众多国际级高端酒店，但可售，带

独立产权的五星级酒店却非常稀缺，

中航·名人酒店正是以这样稀缺的产

品，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

随着成都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多个涉外航班的开通， 以及72小时落

地免签等利好，未来对高端酒店市场

需求将越来越大，众多国际级的高端

酒店也纷纷落户成都。而中航·名人酒

店，则是由全国知名酒店经营连锁集

团———城市名人集团倾力打造的旗舰

级五星级酒店产品。作为普通投资者

可以分享红利五星级酒店产品，中航·

名人酒店非常稀缺。

经营多年的全国连锁企业———城

市名人酒店集团，也是本土高端酒店品

牌的龙头老大。自去年密集在成都和简

阳新开两家高端酒店外， 预计今年，集

团还将有至少5家酒店在川内开业。多

家酒店的开业和经营，只是一个小小的

缩影。城市名人酒店集团目前已经扩张

到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和省会城市，是全

国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投资、管理及连锁

发展的大型集团化企业，目前拥有近20

家星级酒店。集团未来的开发节奏还将

越来越快，甚至呈现加速度的方式快速

发展壮大，中长期目标是上市，着力成

为中国独具特色的专业酒店投资、管理

及连锁发展上市集团。

作为城市名人酒店的旗舰店，中

航·名人酒店由香港著名豪华酒店设

计大师王淑云规划， 按超五星酒店设

计、装修的，配套高端完善。而投资者

所购买的酒店套房， 都将按照超五星

级酒店的标准全装全配， 甚至小到洗

漱用品都全部配置，无须业主再投入。

25万元起

不少是一楼底商 珍藏产品

城南金融城核心区 低总价高价值

全国连锁集团

更为惊喜的是，目前中航·名人酒

店已经是全现房， 今年7月就将交房，

预计很快酒店就能正式的营业。 这意

味着投资者将大大缩短等待的时间成

本，尽早受益。

“目前成都楼市的绝大多数投资

品、商铺或是写字楼，在购买后都需要

经过漫长的交房等待， 漫长的商圈培

育，市场培育等时间成本。而城南金融

城已经成熟，而我们又交房在即，对于

投资者而言大大减少了投资的风

险。” 中航·名人酒店的负责人还表

示，由于产品数量有限，因此采取了限

量加推的形式， 即日起投资者即可前

往售楼部咨询和投资。

（刘婷）

7月交房

咨询热线

028-85186665

爆款金商

倾力打造旗舰五星级酒店产品

受益零等待 现铺限量加推

中航·名人酒店五星级大堂售楼部实景

中航·名人酒店热销现场

中航·名人酒店样板间实景图

中航·名人酒店效果图

那些高端盘，曾被看走了眼

成都一些一度不被看好的高端大平层，悄然登上销售排行榜前列

2009年10月，成都高端大平层物业密集出现，然而随后的房地产调控，加之成都高端市场对大平层的价

值认知需要时间，导致许多大平层项目首当其冲受到较大冲击，在2009年至2012年近三年的时间销售都不

尽如人意。诸如龙湖·世纪峰景、华润金悦湾、朗基望今缘、保利康桥等高端大平层项目还被扣上了“高端必

死”的帽子。

然而，在2013年，保利康桥、龙湖·世纪峰景、华润金悦湾月均成交套数分别较2012年大幅增长26%、

259%、139%，年销售额均超10亿元，而朗基望今缘至2013年年底基本售罄。

为什么这些曾经不被业界看

好的楼盘，如今却焕发“第二春”？

正合地产董事长毛勇称， 总的来

看， 受限于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

市民购买力不足，以及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的影响 ， 在

2009

年到

2011

年期间， 成都高端高层住宅

的销售情况和市场预期都比较差。

2013

年，成都房地产市场整

体回暖，市场预期转好，带动高端

高层住宅销售。 高端高层后期供

应产品面积逐渐趋小，

2013

年新

增供应主要集中在

130～200

平米

之间，成交总价下移，客群容量有

所扩大。在市区高端住宅产品中，

与高端高层形成竞争关系的城市

别墅可售量不足，加之

2013

年城

市别墅无新增供应， 竞争压力减

小。因此，在

2013

年，成都的高端

高层迎来热销。

龙湖·世纪峰景位于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天

鹅湖畔，2008年第一次试水市场， 推出280平

米、380平米的平层大户， 均价每平米过万元，

号称打造城南地标性豪宅，最初销量不尽如人

意，在2009年时甚至一度有传言称楼盘已经烂

尾。“发声”少不代表卖得不好，2012年到2013

年， 龙湖·世纪峰景每年销售额均在10亿元左

右，截至2013年年底，280平米、380平米这种户

型已经只剩下100套左右， 已经售出200多套。

2014年， 龙湖·世纪峰景将把130～210平米的

户型列为主力户型重点推广。

龙湖·世纪峰景营销经理李景超称， 世纪

峰景打造的“280、380”这样的大平层豪宅在

当时的成都市场非常罕见， 动辄一套售价要

400万～500万元，那时成都人还不能理解和接

受， 认为这样的价钱不如买别墅了，2008年试

水市场之后，项目暂停推广。

2010年，世纪峰景重启马力开售，当年的

销售额就接近9亿元，其中380平米这种平层大

户型的销售额达到5个多亿元。 但是由于限购

令出台，市场比较波动，在2010年和2011年期

间，世纪峰景更为关注异地市场，购买的主力

多为北京、香港等异地的客户，成都本地客户

只占到三成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世纪峰景的销售进入

“发力期”，据开发商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销

售额均在10亿元左右， 成都本地客户逐渐上

升，占到了六成以上。购买世纪峰景的客户有

个特点，多是口口相传，一个人成为业主，身边

的朋友也开始纷纷购入，其中有个客户与十多

个朋友一起购买世纪峰景， 大家想住在一起。

“楼盘虽然一直低调，但是这种低调的神秘和

奢华，造就了好的销售业绩。”李景超说。

2010年年底，在龙舟路2号，朗基望今缘亮

相，均价达到30000元/平米，不管是业内，还是

普通市民几乎都在指指点点，“在城东做豪

宅？周边均为老旧小区，还卖那么贵？”加上朗

基地产在当时算是地产行业的新兵，质疑之声

四起。经历过低谷的朗基望今缘在2013年宣布

售罄，并且创造了成都高层豪宅的最高售价。

望今缘营销总监祝勇称，成都传统的高端

住区在城南，而望今缘项目位于城东，所以很

多人怀疑富裕人群是否接受。加之项目定位是

245平米～530平米的城市高层豪宅，产品定位

比较超前；30000元/平米的均价也超出了很多

客户的心理承受力。而朗基地产作为地产行业

的小字辈新兵，没有打造豪宅的经验，所以人

们对朗基操作豪宅的能力也有所怀疑，认为性

价比低。望今缘刚推出时就遇上国家相关调控

政策的出台，市场行情急转直下，望今缘也不

可避免陷入低谷。

2012年上半年开始， 望今缘内外装逐步呈

现，空中会馆落成，荷兰国际管家学院的外籍管

家到岗等， 所有真真切切的国际品质摆在眼前，

项目的产品竞争力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通过私

家宴等形式进行圈层营销，加上房地产整体市场

行情的好转，以最高售价创造了成都地产奇迹。

2011年，华润金悦湾亮相，在成都主流媒体

包下8个整版广告，大有唯我独尊的架势。但是

开盘时销售业绩并不突出，很多人认为，在西三

环路边上做豪宅，这地理位置“必死无疑”，加

之金悦湾周边几乎全是低总价的刚需楼盘，金

悦湾的豪宅形象与此似乎格格不入。如今，金悦

湾不仅没“死”，反而为城西重新定义了“高端

范”。2013年销售破10亿元，入选“亚洲十大超

级豪宅”。

金悦湾项目负责人陈圆称， 豪宅的价值需

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2013年，金悦湾的项目实

景全面呈现， 金悦湾的形象和产品价值也就随

之全面展示出来， 增强了金悦湾在市场上的话

语权。其次，金悦湾周边的交通和商业配套都更

为完善，加上客户购买金悦湾之后，两周左右就

可以办下产权， 很多生意人都非常注重资金变

现能力，这样就会减少资金的积压。因为在限购

限贷的规则下，金悦湾作为优质物业，所能撬动

融资的额度更高。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卖得差的帽子扣了五年

楼盘名：龙湖·世纪峰景

真实表现：连续两年年度销售10亿元

单价高被误读为性价比低

楼盘名：朗基望今缘

真实表现：2013年宣布售罄

设计太前卫都说“看不懂”

楼盘名：保利康桥

真实表现：2013年销售过10亿

长期背负地段差的“黑锅”

楼盘名：华润金悦湾

真实表现：2013年销售破10亿元

市场回暖

高端焕发第二春

业 内 分 析

龙湖·世纪峰景实景图

朗基望今缘客厅实景

华润金悦湾园林

保利康桥实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