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届中国（成都）楼市总评榜

高端访谈

主编 唐文超 副主编 李姝

责编 骆燏 编辑 张莉

美编 唐倩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33

36

B

封

面

关注微信二维码

成都商报房产

最新资讯一网打尽

本报关于“2014� 80后换房元年”话题的

持续报道， 引起的并非只是开发商停留在口头

层面的关注。明天（28日）至本周日，保利地产

就将携14大项目的特色房源， 在春熙路步行街

推出“第三届保利地产80/90房交会”， 率先向

已经成为楼市主力的80后群体发起了今年的第

一波针对性营销。

据保利地产成都公司相关人士介绍，与

60后和70后消费者相比，80后更崇尚生活和自

由，更喜欢选择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也具

备了相当的经济承受能力，是刚需购房群体。对

于楼盘来讲，谁在营销上与他们达成共识，谁就

赢得了市场的先机。从2012年起，保利就开始推

出80后群体的专属房交会， 今年的活动则把活

动目标从80后进一步扩大到了90后群体。

本次“保利地产80/90房交会”上，保利地

产围绕80后、90后群体的置业特点，集中了保利

2014年全新林语系两大项目： 锦湖林语、 林语

溪，以及保利拉斐公馆、保利城、保利春天花语、

保利叶语、保利百合花园、保利玫瑰花语、保利

梧桐语、保利星座、保利新天地等14大项目，并

在这三天推出一批精品特惠房源。 这些房源在

户型设计和功能配套方面， 都有为80后购房群

体量身定制。低首付、低总价，面积适中、功能

全，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无一不迎合80后的

购房需求。项目的区位遍布成都的东南西北，产

品线结构丰富，涵盖了两房、三房、四房、跃层、

LOFT、商铺等各类形态，能够满足首次置业、改

善居住、实业投资等各种不同的购房需求。

据了解， 第三届保利地产80/90房交会期

间， 保利地产在成都的全系产品都可享受总价

额外2%的优惠；扫描本次活动指定微信二维码

的验证客户， 或者持有活动现场盖章确认专属

物料的客户，在3月内还可享受总价额外0.5%的

优惠。除此之外，2月28日至3月31日，保利的大

部分项目执行按揭首付分期计划， 可分两次付

清，最低首付5万起，将最大限度地降低置业门

槛，帮助80后、90后群体实现置业梦想。

（贺峥）

“第三届保利地产

80/90

房交会”现场还将

免费派送数万张 “第四届保利狮子湖国际风筝

节”及“

2014

保利石象湖郁金香花节”门票，送

完即止。

2014年的成都楼市，伊泰置业注定让人

无法忽视。土豪、低调、神秘、高价……这些

在业界流传甚广的传说，都集合在其成都首

发项目伊泰·天骄身上。蛰伏三年，备受关注

的精装大平层项目伊泰·天骄， 终于将在

2014年上半年揭开神秘的面纱。作为第一次

在成都楼市的发声，伊泰置业将给成都人带

来什么样的产品和价值？成都商报记者日前

专访了伊泰置业（成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刘志刚。

专注城市CBD区域的高端楼盘

成都商报：

伊泰置业进入成都已经三

年，但直到2014年第一个项目才亮相，业界

很多人都在猜测， 伊泰置业这几年到底在

做什么？

刘志刚：

的确如此。这是因为我们不同

于传统的房地产公司， 走的不是快打快消

的路线。 伊泰置业背后的伊泰集团是以煤

炭生产、经营为主业，以铁路运输、煤制油

为产业延伸， 以房地产开发等非煤产业为

互补的大型现代化能源企业， 为中国企业

500强（第230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

35位）。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为煤炭行业

首家B股上市公司,并于2012年7月12日在香

港联交所成功发行H股。“伊泰” 商标为煤

炭行业第一枚“中国驰名商标”。伊泰集团

的主要业务是能源、 煤化工、 房地产和交

通，房地产是其中一个未来战略布局，重点

培育的板块。 目前房地产板块已在呼和浩

特、鄂尔多斯、北京、成都、天津、海口等城

市实现初步布局。

在房地产战略上， 我们的定位是：专

注城市CBD区域的高端楼盘。我们在现阶

段并不追求高利润和快速的现金流，而是

把产品做精，树立品牌和影响力，带来社

会效益看得更重。因此在操盘方式上不同

于普通的地产公司，主力打造的不是刚需

项目， 也不是超大体量的造新城项目，走

的是城市CBD区域高端住宅的路线，我们

在其他城市的产品， 也以这类型产品为

主。这也是我们来到成都三年一直闷声修

房子的原因。

像买豪车一样看实物买华宅

成都商报：

作为在成都的首发项目，伊

泰·天骄将给成都人带来什么新的体验？

刘志刚：

房地产市场已经非常多元化，

产品细分化。我们走的就是小众路线，希望

把品牌做出来。伊泰·天骄没有做任何创意

样板间，全部是实景呈现，我们想以一个诚

信的态度面世， 完全如实地展现我们的实

力。实实在在地做出来，就像你到商场买汽

车一样，还原房产作为商品的本质。

项目以人性化和舒适性为最为重要的

打造标准。舒适的背后是有经济代价的，它

主要的特点就是纯粹性， 我们为此舍弃了

大量的商业面积， 把整个社区做成了纯粹

住宅；全部是纯粹的大户型，创新的功能性

空间满足各项需求。 从精装这块来说，伊

泰·天骄并不是用装修的惊艳来凸显高端，

更多是注重装修和室内设备高档的使用功

能。我们在设施设备上，用了很多原装进口

的产品， 注重装修材料的环保， 强调智能

化、生活化、人性化，对未来生活做了可扩

展性的预留。 预计项目将在今年的4月到6

月真正面世， 希望能为成都市民带来舒适

的豪宅居住体验。

成都商报：

首发项目就是高端大平层

项目，伊泰如何看待成都的豪宅市场？

刘志刚：

成都的高端大平层从2006年

开始慢慢在走上升之路， 这是供需关系决

定的。 以前这种大户型绝大部分在普通小

区之中，小中大各种户型混杂，大平层的高

端客群无法和其他客群相融入， 同时普通

小区的各项配置也难以满足高端人士的需

求。而目前市场也证明，高端客群在不断从

郊区低密物业回流到城市核心区， 大户型

在未来10年到20年都是人们改善居住环境

的追求点。当然，市场竞争也很激烈。

成都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成都商报：

伊泰置业在成都的未来战

略是什么？年预期目标是什么？

刘志刚：

对于年度任务，我们一直没有

真正的指标，唯一的要求就是把产品做好。

对于我们来说， 房地产板块现在还在投入

阶段，并不是回收阶段，我们还在进行战略

布局， 因此和普通的房地产企业追求快速

和利润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求稳，求精。成

都是我们战略布局中的重点区域。

成都商报：

未来，伊泰置业在成都是

否还会继续拿地？拿地策略是什么？

刘志刚：

肯定会持续拿地。未来在成都

拿地的方向仍然是主城区， 我们走的仍然

是这种产品路线。不造城，不走规模化，做

精，做高端。我们不求快速，但求稳定和出

精品，做好一个再做下一个。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依然是格子衬衫和背带裤的着装搭

配，汪斌的招牌形象三年来始终如一，然而

不同的是， 由汪斌掌舵的中德世纪置业不

断革新的产品创意。2014年市场格局在变

化，地产商都在迎合这一波市场行情，而汪

斌并不是一个被市场赶着跑的人， 在他谈

到对大数据时代来临后购房者需求的理解

时，记者发现，他对5年甚至数十年后市场

会流行的产品早已开始研发。

更有趣的是， 汪斌谈到奢侈品牌时滔

滔不绝，“无论是时装设计、工业设计，还是

建筑设计，很多元素都是相通的，都是我设

计住宅产品的灵感源泉。”

研判市场：

大数据时代，维护品牌至关重要

成都商报：

您认为2014年的房地产市

场会有哪些变化？

汪斌：

2014年对所有企业而言是重新

调整、重新思考的起点，地产边际效应开始

显现，需要做产品的更加理性对待市场。我

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 无论是政

策的开放还是科技的发展， 都带给我们生

活全新的体验。最近这两年，两房、三房是

刚需的主流，但是两房、小面积三房其实只

是过渡产品。80后的换房潮在2014年的表

现会比较突出，但是在未来3～5年内，随着

90、95后人群的父母都备置了几套房，刚需

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就会逐渐下滑， 改善型

需求则会成为市场的主导， 然而这种改善

户型也并非现在流行的刚改、首改，而是在

功能、面积、空间布局甚至建筑外立面上有

多种创新、针对不同群体需求的改善。

成都商报：

今年地产商大多在提“互联

网发展思维”，谈如何创新，您对未来的房

地产市场是如何看待的？

汪斌：

现如今不少产业面临过剩危机，

房地产产业也一样，这是市场发展的规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产品品牌的维护和保

护就很重要， 品质和创新就是保证品牌的

唯一出路。举例来说，5年前一个地段好、售

价高的楼盘，在未来可能成为刚需，但不会

成为好的改善之需， 因为跟不上时代的需

求， 因此如何让现在制造的刚需具有未来

改善产品的品质和标准， 就是我们在做和

在思考的。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大数据时代的来

临会改变人们工作、生活方式。城市扩张带

来上下班距离的加大， 浪费很多资源和时

间成本，我认为未来某些企业可能会实现3

天制或者1天制上班，而在家处理工作会成

为常态。 大家的生活方式变为在家里待的

时间长、在公共空间待的时间短、在休闲空

间待的时间长。因此，如何打造适合未来的

住宅，也是开发商的一大课题。

产品策略：

始终高出市场标准5～6倍

成都商报 ：

中德英伦联邦连续获得

2011年和2012年楼市销冠， 成功的原因是

什么？

汪斌：

中德英伦联邦和城邦两盘其实

从地理属性来说是一个楼盘， 这两个盘

2013年的总销售金额达到34亿元， 卖了大

约3600套房源，是城南的优质刚需盘。中德

英伦联邦和城邦都是秉承中德 “跨界豪

宅”的打造理念，无论是公共空间的打造，

还是所用的材料、门禁系统、绿化园林都是

做到比很多改善楼盘还好的品质， 重视刚

需客群的生活需求，所以赢得了成功。

成都商报：

您曾强调“创新”产品，企

业非规模化发展， 在2014年的企业部署上

有什么策略呢？

汪斌：

仍然是坚持走产品创新的“精品

化道路”。我们的刚需就是改善房甚至是超

出目前市场改善房的品质， 我们出品的改

善房就是市场上豪宅的品质， 我们的高端

房源则要走高性价比。 我们打造的产品会

比市场高出5～6倍的标准， 只要经济条件

符合，对购房者来说就一定是“舍我其谁”

的首先选择。现在我们的产品策略是，继续

重视优质刚需， 其次打造改善型住宅要比

肩城市豪宅， 高端休闲度假产品作为收藏

品来打造。

除了产品创新， 在我们的项目上资源

整合也尤为关键，无论是中德英伦联邦、城

邦还是未来要开发的都江堰项目， 我们都

会整合医疗产业、 教育产业， 甚至养老产

业，这些产业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生活的

必需品。

成都商报：

能为我们透露下一步中德

准备推向市场的产品吗？

汪斌：

我们首先意识到科技对生活的

改变。 比如现在的书房就10个平米左右，

但是未来的书房可能就兼具主人的办公

室，是开视频会议的地方。因此在我们都

江堰项目上会设计30～40平米不等的、呈

圆形或椭圆形的书房。其次是家庭结构的

变化，随着人的长寿，四代同堂现象越来

越普遍， 对节日和家庭氛围越来越重视，

客厅也需要满足家庭的各种团聚需要，我

们会考虑设置多个公共空间，以备家庭的

聚会需求。

创新灵感：

逛奢侈品专卖店，更新设计理念

成都商报：

您本人是建筑学博士，对产

品设计、规划的能力在圈内也是有口皆碑，

还曾提出“做地产圈的苹果公司”的口号，

请问您都是从哪些层面获取设计灵感？

汪斌：

现在我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奢侈

品专卖店，不是抱着购买的心态，而是去摄

取灵感。我是学设计出身，对每一季的流行

元素都会非常关注，从服装的质感、面料，

到鞋的款式、材料变化，到汽车的车身、内

饰设计，我随时都在观察和思考。

例如今年Dior的春装款，以粉蓝、粉绿

为主，加上金属质感的搭配，也会为我在思

考产品流行、样板间打造、建筑外立面色系

提供参考。再比如今年的奔驰车，在内饰设

计加入情景模式， 我也会考虑是否可以应

用到地产产品上，比如在小别墅的花园，或

者景观带中布置内嵌式LED灯， 在节日时

可以根据不同元素制作成玫瑰或者字母，

给人一种生活的趣味感。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2014巴西世界杯即将再燃战火， 你是否已

梦想亲赴圣保罗，与顶级足球盛宴共舞激情？由

和记黄埔（成都）地产公司承办、成都商报协

办、成都足球协会特别支持的“2014i-都会·百

强豪企联盟五人制足球赛” 即将在3月点燃战

火，强强联盟，由百强豪企组成的成都最强足球

联盟，将决战绿茵之巅。

即日起至3月8日，全城征集100支企业精英

球队！不限年龄、职业，只要你热爱运动、热爱足

球，带上企业团队协作精神和共赢拼搏的态度，

便可组成企业代表队报名参赛， 参赛人员须全

部为企业在职员工，队伍总人数为6人。比赛将

按照常规5人制足球赛赛制进行，模拟世界杯赛

程，选出32支企业精英球队，分8个小组进行小

组循环赛决出16强， 然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

冠军。 比赛日程历时两个多月， 将决出冠亚季

军。冠军球队将全队亲赴巴西圣保罗，零距离与

顶级足球盛宴共舞激情！季军、亚军及第四名球

队每位队员亦将分别获得惊喜绿茵豪礼！

这一次，以企业之名，带上你的足球梦，穿

上企业专属战袍，专为企业荣誉而战！赶快报名

参赛吧！

（王胜波）

活动承办：世界

500

强辖下和记黄埔地产

特别鸣谢：成都足球协会

报名方式：凭企业回执

(

含加盖企业公章的

营业执照、报名表

)

即可参与报名

报名电话：

88887888

（

9

：

00～18

：

00

）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3

月

8

日

比赛时间：

2014

年

3

月

～5

月（周六

/

日）

比赛地点： 南三环四段益州大道北段南城

都汇主会所（地铁高新站西行

300

米）

备受关注的第13届中国（成都）楼市总

评榜已经进入倒计时。 随着揭榜日期的临

近，外界对此次年度盛会的期待已经达到顶

点，截至目前微信打榜已经吸引了千余张读

者的网络投票。据悉，微信大众投票通道将

于本周五（2月28日）关闭，本周末总评榜将

进入最后的终审阶段。下周三（3月5日），第

13届中国成都楼市总评榜将盛大颁奖。

微信网络投票持续火爆

在众多的企业和项目之中，到底谁能获

得“成都楼市第一榜”的青睐，悬念下周三

即将揭晓。据悉，今年总评榜的最终结果将

由“大众投票+专业评审”共同决定，结合

参评企业（楼盘）2013年的市场业绩指标，

大众投票筛选出的入围名单进入终审。从

“成都商报房产”微信订阅号和成都全搜索

新闻网“第十三届中国（成都）楼市总评

榜”投票通道正式接受公众投票以来，累计

收到投票1000余张，广大热心读者都在为自

己心目中的地产明星投出慎重的一票。

目前，各项评审工作也进入最后阶段。据

悉，微信网络投票通道将于本周五下午6点全

面关闭，谁将上榜成都楼市奥斯卡，你的一票

将至关重要，还没投票的你抓紧时间哦。

十大名盘、十大名企角逐最激烈

微信投票平台近日持续火爆，从目前投

票进展来看，十大名盘、十大名企的角逐最

激烈。记者从网络后台了解到，在十大名企

的网络投票中，万科、蓝光、保利、华润、龙

湖、恒大、国嘉、绿地等企业票数处于领跑态

势，这些暂时领先的开发商要么是成都房地

产品质的代言者，要么是成都地市场的开发

大鳄。 在成都楼市十大名盘的暂时排名中，

凡是自身楼盘品质优良、平时在市民和业主

心目中口碑好的在榜单上都有不俗的表现，

诸如龙湖·金楠天街、蓝光·幸福满庭、绿地

468公馆、中德英伦联邦、万科·海悦汇城在

榜单上都很受读者的认同。本次总评榜相关

负责人则表示，十大名盘的评判重点是项目

对成都房地产市场整个行业的推动作用，创

新力、建筑品质、行业口碑都将是评判依据。

“通过微信大众投票，品牌企业、优质

楼盘遥遥领先也充分反映出总评榜的公平、

公正和公信， 评出真正优秀的房地产企业，

做一份真正有价值的榜单，是中国（成都）

楼市总评榜永远的诉求。”总评榜主办方相

关负责人同时也强调，目前竞争激烈的网络

投票还不能全面反映出最后的评选结果，本

周末业内行业专家、各大地产媒体资深人士

共同组成的评审团，将最终决定谁将站上总

评榜的领奖台。

本周五，微信网络投票通道将关闭，也标

志着本届总评榜即将进入最终的专家评审阶

段。同时本届总评榜将首次采用“世界足球

先生”的评选方式，在汇集了大众网络投票

的民意之后， 由9名成都商报从业5年以上的

房地产专业记者组成的评审团， 将在今日下

午对参评企业（楼盘）投票，最终结合年度销

售业绩产生获奖者。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特别提醒

颁奖时间：3月5日下午2点

颁奖地点：东郊记忆演艺中心

四川中德世纪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汪斌

常逛奢侈品店 只为找灵感

伊泰置业（成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刘志刚

不走快销路 三年闷声造高端

谁将捧杯地产奥斯卡？

打榜微信短短数日吸引上千张投票，总评榜谜底下周三颁奖现场揭晓

80、90后置业

本周末享量身定制

第三届保利“80/90房交会”

明起至周日亮相春熙路

“2014i-都会·百强豪企联盟

五人制足球赛”全城火热招募

中国

（成都）

———汪斌

———刘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