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这一波高端开发高潮， 锦城湖板块

将迎来价值的高涨期。 成都市场研究公司的

调查数据显示，这个区域2011年7月才开始有

供应， 以人居天府世家为例， 当时的单价为

9000元左右。而现在这里的住宅以高端为主，

2012年开始，中铁建西派国际单价为1.6万元

左右，而现在售价约1.8万～2万。而今年亮相

的万科公园5号和中铁建西派澜岸、 中大、保

利·锦湖林语等项目将继续推高这一调性，精

装大平层单价约在1.7万以上，而城市低密都

直奔3万而去。

记者走访了锦城湖几个在售的项目，发

现区域内项目的售价都不低。 万科城市TOP

系万科·公园5号， 作为万科高端公园系列的

代表之作，距离锦城湖十分钟路程，无论是从

建筑密度还是产品品质上来说， 都能代表万

科的精工工艺。现场的销售人员表示，去年年

底开盘销售的一期产品， 高层精装和洋房的

价格约在1.7万～2万，总价都在350万元以上。

在售的中国铁建·西派国际精装大平层，

单价也在2万元/平方米左右。 这一价格超过

了主城区大部分高端楼盘的单价， 但走势仍

然很好，可见客户对锦城湖区域的认同。而其

新项目西派澜岸，由于是大体量的叠拼入市，

因此价格更高，预计单价直奔3万。中大的相

关负责人则表示， 中大的产品会以精装大平

层和叠拼为主， 预计产品单价在22000元/平

方米左右。在价格方面，区域内的各家开发商

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

正合地产副总经理傅近春认为， 锦城湖

板块的产品能支撑起这个价格， 正是由于对

生态资源和城市配套的双占有， 让锦城湖板

块的价值凸显， 成为支撑区域房价的一个重

要因素。“这里的产品都是高端，而且开发商

在这里开发，拿地的成本就相当可观，因此还

是有购房者愿意埋单。”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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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为让业主更加放心使用房屋专项维修

资金，3月1日起，成都市在房屋专项维修资

金使用中，正式引入第三方审价制度。一个

月过去了， 成都商报记者从向全市业主免

费提供维修资金使用审价的审价机构了解

到， 全市3月共完成了7笔维修工程预算审

价，而每一笔都有不同程度的审减。

据介绍，3月共有7个小区在其使用房

屋专项维修资金对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进行维修前，完成工程预算的第三

方审价，包括都江堰华厦广场、城市物语、

热电厂生活小区、恋日家园等7个项目，维

修工程项目涉及电梯维修、 屋面防水、安

防改造等。经专业审价机构审核，这些项

目在施工单位所报工程预算的基础上都

百分百审减了金额，共计约15万元。其中，

都江堰华厦广场小区工程量最大，审减的

金额也最大，超过10万元。而审减金额最

少的为849元。第三方审价机构的引入，已

初见成效。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维修资金办相关

负责人处了解到，上海是最早实行维修资

金第三方审价的地区，从2011年底到2013

年6月底， 上海全市共出具商品住宅维修

资金使用审价报告2500多份，核减不合理

维修资金使用金额6300多万元，核减率约

为8%，确保了资金使用安全。而成都则是

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引入第三方审价机制

的城市。该负责人表示，从成都维修资金

使用的现状来看：一方面，由于部分物业

服务企业、业委会、维修施工单位等在维

修资金使用中存在违规行为，业主对资金

使用安全的顾虑未能彻底消除，对与维修

资金使用有关的意见征集态度较为消极，

致使业主意见征集难成为影响维修资金

使用的一个关键。另一方面，各区（市）县

房产管理部门在维修资金使用监管职能

逐步下沉，实现属地化管理后，担负起了

保障资金使用安全的重任。由于维修资金

使用涉及工程造价咨询、 监理、 施工、审

计、审价等各个专业领域，要求管理者具

备较高的专业水平，而这正是各区（市）

县房产管理部门的“短板”。因此，借鉴上

海经验，建立第三方审价制度，引入专业

机构，通过专业审价，对化解资金使用风

险及监管风险，消除业主顾虑，确保资金

使用安全将起到积极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天香开盘成交近300套

3小时成交接近300套，日前，

城南大源片区的最新项目天香开

盘，创造近来城南楼市的新纪录。

城南目前是成都楼市竞争最激烈

的区域，每月均有数个新盘推出，

从去年4季度至今年1季度， 新开

楼盘销量很难超过150套。 据悉，

此次打出“菁奢”概念的天香由

成都高端旗舰项目望今缘的开发

商朗基参与打造， 天香以城南罕

见的3.0超低容积率、220米超宽

楼间距、 零浪费户型空间设计以

及近60亩的超大景观而备受城南

购房者欢迎。 本次天香开盘销售

房源为70平米两室两厅至110平

米三室两厅双卫户型。

（李杨）

万科馆将亮相米兰世博会

据悉，2015年在米兰召开的

世博会上， 万科将携万科馆亮相

现场，成为世博163年历史上首家

以海外独立建馆形式参展的中国

企业。据介绍，在“滋养地球，生

命的能源”为主题的米兰世博会

上，万科馆将以“食堂”为展览主

题， 采用300块不规则摆放的屏幕

组成的“媒体森林”，播放中国近

60个城市的普通居民在社区食堂

的真实生活片段，生动诠释万科馆

“Building� Community� Through�

Food”（以食物构建社区）的

内涵。

（宋皇）

中海九号公馆新品发布

日前， 中海地产成都公司在

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2014成

都中海地产15周年暨中海·九号

公馆新品发布会。发布会当天，中

海九号公馆诚意客户、 中海业主

以及多个业内同行， 共同见证与

分享中海成都公司15年荣耀历

程， 中海·九号公馆轩昂问世。据

了解， 近期中海九号公馆产品品

鉴中心即将开放， 中海将再次用

其强大的高端打造能力证明其执

掌成都高端局势。

（赵述锦）

蓝光“透明工地”再升级

日前蓝光传出消息，“透明

工地放心房” 历经9年之后活动

内容将全面升级。今年的“透明

工地放心房”活动在锦绣城项目

拉开帷幕，业主带上安全帽后在

专业工程人员的带领下进入施

工现场，让购房者走进工地现场

了解住宅开发品质。 据了解，继

锦绣城项目之后，COCO金沙、

COCO时代、COCO蜜城、 金双

楠、花满庭、空港国际城等7大项

目“透明工地放心房”活动将陆

续举行， 蓝光接下来将邀请更多

业主走进工地， 蓝光相信在自身

高标准严要求下建筑品质将有目

共睹。

（李杨）

仁美大源印象售楼部开放

4月7日， 仁美大源印象售楼

部正式开放，当天，项目还公开了

智能家居样板间。据了解，仁美大

源印象是仁美置业打造的一号作

品， 项目位于城南核心居住区大

源组团。 作为城南新贵的一站式

全能综合体， 仁美大源印象的主

力产品80余㎡幸福三房在区域内

属于稀缺产品，而6米挑高的星级

入户大堂、指纹密码锁、五星级物

业服务标准等充分体现项目高品

质。据介绍，项目首批次产品预计

将在4月底正式开盘，目前，诚意

优惠申请即将启动。

（陈柏喜）

成都房屋维修资金3月起引入免费第三方审价

成都严管房屋维修资金

1个月挤掉水分15万元

最高审减10万 最低849元

经专业审价机构审核，7个项目在施工单位所报工程预算的基础

上都百分百审减了金额，共计约15万元。其中，都江堰华厦广场小区

工程量最大， 审减的金额也最大， 超过10万元。 审减金额最少的为

849元。

凡一般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单

次金额超过

5

万元（含

5

万元）和按紧急

使用程序申请的维修项目，业主均可要

求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工程审价机

构进行专项审价。

在具体申请时，如小区成立了业主

大会，应由业主委员会与审价机构签订

审价委托书。 如小区未设立业主大会，

业主可通过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专

门授权等方式授权物业服务企业或其

他管理人代其与审价机构签订审价委

托书。之后，审价机构就将对预算进行

审价。各区（市）县房产管理部门在维修

资金使用备案过程中，将根据审价机构

“挤掉水分”的《维修资金使用工程造价

预算咨询建议书》 拨付预算部分资金。

在维修工程完成后，审价机构还将对决

算进行审查并出具《维修资金使用工程

造价决算审核报告》， 决算部分资金拨

付将以此为依据。 而这一整套审价，目

前都不收取任何费用。

实施1个月 涉及7个小区

3月1日起，成都市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中，正式引入第三方

审价制度。全市3月共完成了7笔维修工程预算审价，包括都江堰华厦

广场、城市物语、热电厂生活小区、恋日家园等7个项目，涉及电梯维

修、屋面防水、安防改造等。

如何申请房屋维修资金第三方审价

便民

链接

多个品牌开发商聚集 高端产品高度统一

超10万方高端住宅火拼锦城湖

日前，凯德发布在城南拿地的消息。从位置来看，地块位于锦城湖板块，毗邻在

售的万科·公园5号、中国铁建·西派澜岸。锦城湖板块再添巨头！

毫无疑问，锦城湖板块成为今年成都楼市最大的热点。中国铁建、万科、保利、中

大、金房、凯德……众多巨头列阵，产品高度统一，全部主打城市低密豪宅，亮相时间

几乎都集中在去年年底或是今年上半年，而粗略计算，今年的供应量至少在10万方。

到底有哪些新项目即将亮相？ 产品打造如何？ 成都商报记者为你打探锦城

湖———这个被誉为今年成都高端楼市的最热板块。

开发巨头列阵

锦城湖今年高端爆发

实际上， 锦城湖板块并不是一个全新

的板块。去年年底，万科·公园5号开盘，主

打洋房、高层精装跃层、独栋和联排。而不

少巨头开发商则在去年拿地， 争相入驻板

块，保利、中国铁建、中大、金房等纷纷抢

驻，备受关注。

今年上半年， 去年拿地的各大开发商

将陆续出手。中国铁建·西派澜岸将在今年4

月推出180套叠院， 将是整个主城区罕见的

大体量湖景高端低密社区，这也是中国铁建

在锦城湖板块的第二次出手。其首个项目，

西派国际定位高端精装大平层，从开盘以来

量价齐升，成为成都楼市的畅销豪宅。新项

目西派澜岸则定位更加高端，2014年将主打

城市低密，预计4月底5月初就将开盘。

中大地产的项目则预计在今年5、6月

亮相，预计10月就将开盘，今年还有约5.8亿

元的货值。而保利的锦湖林语也将在4月亮

相，预计5月开盘。万科·公园5号则将继续

保持去年的开盘热销势头，持续推出新货。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区域内各大开发

商的项目非常集中。 万科·公园5号紧邻铁

像寺水街，已经进入正常的销售期，其售楼

部修建得颇有东方风味， 以黑白灰为主打

色彩，建筑简约硬朗。而一墙之隔就是中国

铁建·西派澜岸， 工地上一篇繁忙的景象，

售楼部正在紧张的修建中， 依然承袭了中

国铁建经典的售楼部立面。 据万科工作人

员介绍，去年年底和今年，新启动的这些高

端项目，将主要围绕锦城湖一号湖区、二号

湖区和三号湖区， 在绕城高速内外呈环湖

分布的态势，竞争会十分激烈。

值得注意的是， 锦城湖板块今年的爆发

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项目地理位置集中，

亮相时间集中，甚至产品也惊人地高度统一，

无一例外主打城市高端低密豪宅！

万科城市TOP系万科·公园5号4月将推

出171平方米起的平墅， 中国铁建西派澜岸4

月亮相，推出180套城市低密叠墅，保利·锦湖

林语4月亮相， 中大锦城湖项目预计5、6月亮

相……据成都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今年上

半年锦城湖板块有超过10万平方米高端住宅

产品入市。

记者走访了区域内多家开发商发现，这

些即将上市的高端产品包含了精装大平层、

洋房、别墅等形态，高层的主力面积在170平

方米以上，大部分为精装项目，还有联排、叠

别、独栋等高端低密产品，且大部分售价都不

低于20000元/平方米。最早开售的万科·公园

5号，占地131亩，产品包括高层的跃层精装，

9+1，5+1洋房产品， 还有极少量的双拼和独

栋。主力产品为高层，主打205、210平米的跃

层精装，洋房主力户型则在171～218平米，还

有部分底跃，面积在316～384平米，而双拼则

有14套，另有6套独栋。

而中国铁建·西派澜岸，则将是2014年最

纯粹的城市湖景低密住区，2014年将推出180

套叠院，主打面积在245～304平米。这样超大

体量的城市叠院社区，不但在城南，甚至整个

成都都非常罕见。 而整个社区的叠院体量将

达到200多套！

而记者获悉， 中大的项目也走的是城市

高端住宅路线。高端大平层也是精装，主力户

型在180～240平米， 至少都是四房以上的大

户型。同时，也将推出城市低密叠拼。预计最

早5、6月就将亮相，10月开盘。

同样在4月亮相的保利·锦湖林语， 则将

是锦城湖板块的入门级舒居产品， 尽管其高

层控制了面积段，但也将推出联排低密。项目

总占地约150亩，高层全部为20层，主打96～

115平米，套三起，还将推出170平米左右的联

排。“按照我们公司的战略，我们很少做顶尖

豪宅， 因此这个产品的定位也是舒适性低密

华宅。” 保利·锦湖林语相关负责人介绍，项

目在锦城大道和剑南大道交汇处， 最靠近锦

城湖湖边，产品将以清水舒居产品为主，即使

96平米的套三也是三房两厅两卫， 主卧室带

衣帽间。“功能性和舒适性结合的产品，客户

定位为首改，用相对少的钱，在锦城湖板块购

买足够使用的产品，起价在110万以上。

主打精装大平层和城市低密住宅

产品形态

生态资源城市配套双占有 锦城湖价值凸显

市场价值

金花国际城营销中心开放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金花镇的

中铁金花国际城营销中心日前开

放。作为新双楠黄金门户，金花首

席品质复合型项目紧邻地铁3号

线金凤路口， 区域内众多高品质

配套环绕，购物、教育、医疗等资

源一应俱全。 据悉，2013年12月7

日， 项目首批次开盘当日认筹过

亿； 二批次住宅与营销中心开放

当日正式对外销售，70～90平米

一梯两户板式电梯洋房， 城市低

密住宅空间实用可变。

（陈柏喜）

中建新华府推新品

中建·新华府日前特邀成都电

视台著名主持人、新派评书创始人

罗小刚， 于339欢乐颂新时代影城

给观众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评书

专场。会上，专业研究机构锐理数

据发布《中建·新华府投资价值白

皮书》，从宏观环境、地段及资源

占有等方面对中建·新华府的投资

价值进行了专业分析，坚定了客户

的购房信心。目前，紧邻中建·新华

府的“创世纪商业广场” 已经动

工，汇聚五星酒店、国际甲级写字

楼和精品百货的高端综合体将于

2016年投入使用。 项目自带的近1

万平米法式精品商业街目前已全

面启动招商，建设银行、中信银行、

缤纷KTV、良木缘、知名精品酒店

等商家意向入驻。

（赵述锦）

3重量级商家落户未来中心

昨日， 成都春熙地标级资源

综合体未来中心， 与国际另类五

星级设计师品牌“桔子水晶”、尚

善联邦名仕俱乐部、 财富之春

（国际） 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为代

表的3个重量级商家举行签约仪

式。 作为成都历史最为悠久的商

业中心，春熙商圈正在不断壮大，

从春熙路沿蜀道大道、 东大街沿

线向东，从九龙仓IFS、美国铁狮

门晶融汇和远洋太古里， 再至未

来中心以及天府门廊板块， 财富

已在向东延伸，3个重量级商家签

约未来中心， 印证未来中心的商

业战略地位。

（柯娟）

成都房屋维修资金引入的第三方审价，目前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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