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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誉峰即将收官

背后母舰合景汇浮出水面

从高端住宅到城市综合体，合景泰富要啃商业地产的“苹果”

3月28日， 合景泰富在上海举行全国商业

战略发布会，成都·合景汇、北京·摩方、苏州·

合景汇、 上海·嘉誉国际广场四个极具个性化

特色的商业品牌集体亮相。 发布会以绚丽的

“19年·绽放” 仪式展现了合景泰富的光辉发

展历程，同时宣布合景泰富正式迈入个性化商

业地产时代，合景泰富CEO何伟志先生、合景

泰富商业地产事业部副总裁黄兴龄女士与新

鸿基、绿地、富力等合作伙伴企业高层共同开

启了这一新里程。

合景泰富在发布会现场正式宣布迈入

个性化商业地产时代， 这一概念一经提出，

也引起媒体和业内人士的争相讨论。 当万

达、华润、龙湖、银泰等开发商已经形成完善

的商业布局后，合景泰富此时宣布大力发展

商业是好时机吗？ 另外一位业内人士还提

出， 当竞争对手已经占据了较多的市场份

额、当市场风险在累积增加时，后发的企业

还有机会突围吗？

有地产界“苹果”之称的合景泰富在面对

这一系列问题时， 也给出了差异化的市场思

考。合景泰富商业地产事业部副总裁黄兴龄表

示：“我们在各地的每一个项目都会很不一

样。我们希望通过商业地产引领消费者的个性

化体验。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点可以被解读

成不同的时尚体验。个性化的设计不是最终目

的，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消费体验，让旅游般的

体验就在家门口， 这是我们真正希望做到的，

同时，在设计细节上，也将通过环境的营造以

及体贴的服务，为客人带来如旅游般的愉快心

情。”

日前，沃尔沃全新V40� Cross� Country� 西

区上市盛典在青城山傲然现世。这款“多功能

紧凑型豪华越界车”共推出3款车型，分别为

智逸版、AWD� T5智雅版和AWD� T5智尊版。

成都商报记者在青城山曲折险峻的环山路上，

试驾感受了V40� CC的游刃有余。 据了解，该

车目前售价为28.49万-36.49万元。

百公里加速仅需7.2秒

对于沃尔沃V40这样一款并不大众的车

型来说， 在2013年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

于是沃尔沃在V40的基础上推出了Cross�

Country车型。全新沃尔沃V40� Cross� Country

这款车被定义为越界车，而并非大家常说的

跨界车。外观方面，V40� CC增加了很多越野

风格的套件， 让整车更符合越界车型的特

点， 中央格栅由网状改变为蜂窝状，LED日

间行车灯的款式变成了竖直式，看上去更具

攻击力。

试驾伊始，V40� CC座椅的舒适性与支撑

性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目测座椅的厚

度相对较薄，却表现出出众的包裹性，并给予

腰部十分舒适的支撑。 随着试驾路程的增加，

V40� CC强劲的动力以及卓越的操控力彰显

无遗，搭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仅

需7.2秒，绝对属于“小钢炮”级别。

配备全时四驱+陡坡缓降

值得一提的是，V40� Cross� Country� T5车

型采用了与新款XC60相同的第五代全时四驱

系统，该系统可通过实时的动态调整，使车辆每

时每刻都能获得最佳抓地力。V40� CC使用了

所有的沃尔沃安全配置，包括增强版城市安全

系统、全智能主动式远光灯、车道偏离警告等，

同时还搭载了陡坡缓降与自动启停功能。而且，

V40� CC还具有Sensus人机交互系统。在功能集

成方面可以媲美奥迪MMI、 宝马iDrive的操作

系统，操作界面简洁大气，集多媒体、导航、车载

电话与车辆设置等六大类功能于一体。

记者亲身试驾时可以感受到，喜欢越界车的

人或许年龄、性别、职位各有不同，但却率性洒

脱， 注重品质而不失乐趣的生活方式应该近似。

或许， 沃尔沃V40� Cross� Country正能满足他们

城市代步和郊外驰骋的需求，在日常的刻板生活

之外换一种心情。

成都商报记者 王聪

上汽通用五菱的五菱宏光开辟了“7座家用

车”全新细分市场，并改变了中国 MPV市场格

局，被业界誉为“神车”。今年下半年，上汽通用

五菱又计划推出一款更大尺寸的MPV，上周该

车“真面目”曝光，并已定名为宝骏730。

据悉， 宝骏730基于全新开发平台打造，

自曝光以来， 一直被视为五菱宏光的升级版

车型。从曝光的照片来看，宝骏730头部造型

很饱满。 白色LED日间行车灯将车辆外观设

计与安全性完美结合。 侧面造型设计简洁流

畅。 新车的轮毂采用双五辐放射状立体式设

计。为了降低MPV在风阻上的劣势，宝骏730

的前保险杠、发动机舱罩、车辆顶部、A柱、D

柱、 扰流板等关键造型要素都进行了细致调

整优化，这为降低车辆油耗起到重要作用。宝

骏730车尾处设置了车尾反射器，可有效提示

后方车辆安全距离。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3月29日，东风标致“301之路”成都站大

型深度体验试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不仅

有专业讲师对301进行详细的技术讲解， 更安

排了试乘试驾体验环节，让到场粉丝实实在在

感受到301“看得见、摸得着” 的超级配置。专

业讲解、实车体验、精彩演出、互动游戏让每一

位亲临现场的朋友都“过了把瘾”。

301是东风标致渗透新兴市场的主力军，

凭借物超所值的高性价比、过硬的产品质量和

买车、养车、置换车辆的一条龙贴心服务，得到

了广大消费者的热情追捧，无愧于“30岁前第

1台车 ”的美誉。

日前， 东风标致301推出了日供低至10元

及超低首付的“新车欢乐贷”服务；东风标致

为置换车辆的用户准备了“超值置换”服务，

未来两年内换购东风标致任意车型，都可享受

高于市场定价的置换价格。

（周燃）

在进行成都楼市经典户型盘点时，我

们发现誉峰360平米户户带泳池的精装产

品，成为了不可逾越的巅峰户型之一。而就

在上周末，一则“誉峰360平米精装楼王清

盘，每平米直去精装1万元”的消息再次引

发围观。

精装改清水出售， 一套在2010年到

2013年价格超千万元的誉峰360平米楼王，

上周末以均价约650万元的价格推向市场，

此举吸引了大量高端客群前往售楼部，根

据售楼人员介绍，短短两天时间，就去化了

10余套房源。

众所周知， 绝大多数楼盘在清盘期间

都会给出大幅优惠作为促销手段， 但怎样

才能更准确判断当前客户的需求， 并不是

单一的调整价格就能达到目的。 而誉峰的

做法是， 在保证了楼盘形象和老业主利益

的前提下，给客户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选

择方案， 这一举措也带给市场更多的思考

空间。

“在收到该房源精装房变清水房的消

息后，我买了两套”，在誉峰售楼部现场，

一位姓程的先生表示， 之前他一直关注誉

峰360平米楼王，对产品设计、地段、品牌都

非常满意， 但是因为自己更喜欢个性化的

装修，再加上总价高一直有些犹豫，这次当

得知该户型去掉了10000元/平米精装成

本，总价直降360万元的时候，程先生迅速

买了两套，一套作为自用，另外一套则是投

资。“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房地产发

展来看， 城市核心区的高端住宅保值性和

增值性都较其他区域更强， 因此能遇到这

样一个抄底成都最顶级住宅的机会， 自然

不能错过。”

程先生的逻辑也正表明了这次争相购

买誉峰的客户心声。 在去掉精装成本后的

誉峰，除了高性价比的特点，还具备了更强

的实用性， 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装

修， 从风格到空间布局的打造都更具个性

化及风格化。以前装修好的游泳池，有些业

主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 希望改造成其他

用途，但后期改造成本较高，迟迟下不了决

心。 而现在业主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任意装修成房间、休闲厅、酒窖或露天

家庭影院等等。

“誉峰本次清盘行动，也是在调研了

市场需求后做出的决定。” 誉峰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誉峰之前的客户情况来看，有一

部分购房者更喜欢个性化的装修， 特别是

这种360平米的大户型单位，其次有部分购

房者在选择物业时十分喜欢誉峰的产品，

但是因为总价高而没有下手， 这一次的去

精装行动， 恰好契合了这部分购房者的心

理， 因此销售速度极为迅速也是意料之中

的。

（叶涛）

誉峰在成都楼市中树立

的高端华宅形象至今无盘能

出其右， 而随着誉峰的收官

在即， 市场焦点也渐渐转向

了誉峰背后的重量级母舰，

成都首个顶级全系城市综合

体———合景汇， 这个囊括了

成都首家超五星级W酒店、

甲级写字楼、 高端时尚潮流

旗舰店、 高端精装公寓誉峰

MINI的大型城市综合体，位

居城南金融城最核心的地

段， 是合景泰富打造高端商

业品牌的范本之一。

一位了解合景泰富的业

内人士预测， 合景汇一旦呈

现， 将革新成都传统商业地

产的发展模式， 开启个性商

业地产大门， 传达城市另外

一种独特生活态度。

在发布会上，合景泰富推出了旗下

4个预计将在明年、后年推出的项目，分

别是北京·摩方、苏州·合景汇、成都·合

景汇和上海·嘉誉国际广场。 让人意外

的是， 合景泰富这4个新推项目中，成

都·合景汇中shopping� mall的面积是最

大的，但也不过是12.5万平米，最小的

北京·摩方仅3.9万平米。此外，在合景

泰富储备及在建的10座购物中心中，一

半的规模在10万平米以下。

习惯了城市综合体“高、大、上”的

楼市， 面对合景泰富这种商业模式，自

然充满了好奇。合景泰富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一直把“苹果”视作自己的目

标，打造个性化、差异化产品，以适度的

规模、引入个性化的商家，对商业项目

走到哪儿主力商家跟到哪儿、标签一致

化的传统商业模式说“不”，才是“苹

果式”的破局思维。

合景泰富商业品牌推广部总监简

映雪表示：“现在各个商业项目都还没

有开业，我也不敢保证每个项目引入的

品牌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会尽

力为各项目引入最适合它们的商户，保

证每个项目的个性化。” 以成都·合景

汇为例，项目在商户的选择上将重点营

造主题感，成为精品时尚的一站式生活

聚场。北京·摩方将呈现新都市摩登汇；

苏州·合景汇将成为家庭全体验时尚生

活地标； 上海·嘉誉国际广场将打造时

尚的绿色消费公园。

此外，长期自持也是合景泰富保证

其商业地产稳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黄

兴龄介绍：“4个购物中心的商铺全部

由合景泰富或与新鸿基、绿地、富力等

合作伙伴一起长期持有， 只租不售。”

抱着对城市土地不可复制的稀缺价值

极大尊重，合景泰富认为长期持有商业

项目是还想继续开拓市场的开发商的

必经阶段。因此，合景泰富近几年也引

入了不少在商业地产方面非常有经验

的管理人才，希望能够真正打造出不一

样的个性化商业地产，为每位消费者带

来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商业地产界的“苹果”战略

咨询热线：028-85326666

地址：成都城南CBD中央交子大道

合景泰富商业部署出炉

誉峰360平米

去精装楼王受热捧

沃尔沃V40� CC

越界随心 操控卓越

上汽通用五菱全新MPV曝光 东风标致301再掀热销狂潮

合景汇效果图

誉峰样板间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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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骏

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