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04

要闻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现在的锦江国际新城， 不仅将吸引东

大街金融区———市中心沿线的企业、 行业

精英到此聚集， 更将吸引大成都范围内外

籍人士的关注及入住。

为此， 锦江区着力聚合各方优势资源

参与城市功能配套、生态环保建设，把锦江

国际新城真正建成一座产业发达、 商业繁

华、人气旺盛的现代化国际化新城。

以仁恒滨河湾为代表的高端住宅区，

带来最高标准的国际化居住环境。 从建筑

到景观、到室内装修设计，所有都是新加坡

各知名设计机构的掌门人原创设计。 既引

入国际设计趋势， 满足海内外精英人士对

高品质、高舒适度居家生活的需求，又充分

结合项目地块的自然生态条件， 使项目与

沙河景观、塔子山公园融为一体。目前，已

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精英落户， 并成

为成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

在公共服务配套方面， 该区整合全区

名校优质资源，高起点、高配置引领片区配

套学校的高位发展。目前，配套有公办初中

一所、公办小学一所、公办幼儿园两所（其

中一所在建）、民办国际学校一所、民办国

际幼稚园一所。

上个月刚刚搬迁到仁恒滨河湾的成都

爱思瑟国际学校， 是唯一一所同时取得了

WASC(西方学校联合会)国际认证和NC-

CT(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认证的外籍人员

子女就读学校， 学分和学籍被国外和国内

认可并可转移； 由四川文轩幼儿教育管理

有限公司创办的文轩YOYO国际幼稚园也

已经开园。 园内有国际著名设计大师设计

建筑装修和园林景观， 有符合幼儿特点的

童趣化、生态化游乐设施。

4万多平方米的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

已经运营，约7800平方米、有39个馆70个项

目的儿童职业体验馆也投入使用， 还设有

儿童剧场、美术馆、儿童图书馆、体验馆、教

育培训机构、亲子乐园、女性会所等。

此外，成都最大的城市生态景观公园、

唯一的坡地公园———塔子山公园也在锦江

国际新城内。这个将融合艺术展览、艺术作

品和文献收藏、研究、艺术公共教育、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等功能的国内一流的当代艺

术群落，从设计之初就意在接轨国际风潮。

场馆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展馆设计方案和运

营商，确保其高品位和高水准。

相信无论你来自哪里，乐居、舒居的

国际化概念都将在入住锦江国际新城时

得到最佳诠释。

“布局2014———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系列报道

比肩“香港中环”

锦江国际新城力树成都国际化新标杆

锦江国际新城

所有综合体全部地下串联

近年来，锦江区在积极谋划传统优势产业

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在努力培育新的高端产业

门类， 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以总部经济为龙头，

以现代商贸为基础，以文化创意、金融服务、休

闲服务为新增长点的“1+4”现代产业体系。

对于锦江区，要真正做好“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这篇大文章，改革创新突破发展瓶

颈尤为重要。为此，该区始终坚持精心规划、

精致设计、 精品建设、 精细管理， 进一步在

“小而强”“小而优”“小而美”上做文章。

该区将2014年确定为“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年”，明确提出要重点推进“一廊三圈”

建设。其中，“一廊”，指东大街“天府门廊”

沿线走廊，始于天府广场，止于沙河大桥，全

长5.5公里，是锦江区正在打造的贯通核心商

业区与天府新区的产业发展走廊。“三圈”则

分别指春熙路盐市口商圈、 红星路大慈寺商

圈和锦江国际新城商圈。

作为全市重点打造区域，东大街“天府

门廊”要努力打造成充分展示成都现代化、国

际化风貌的“城市会客厅”，让“天府门廊”

与人民南路“城市之窗”相呼应，形成连接中

心城区与天府新区的人字形“双翼”枢纽，共

同构筑城市发展的两大“功能性主轴”。

“天府门廊”一头串着春熙路盐市口和红

星路大慈寺两大商圈，另一头串着由攀成钢老

工业厂区“蝶变”而来的锦江国际新城商圈。

锦江国际新城，依托地铁轨道建设，极大

拓展片区城市空间。这样一来，逛完了环球贸

易广场， 从地下驱车到五星级酒店入住……

在未来锦江国际新城里，将变成现实。因为，

这里的地下空间将串联整个片区内所有城市

综合体的地下空间。

汇聚行业巨头

商业体量达70多万平方米

摊开手中的地图， 让我们看看3000亩锦

江国际新城的全貌：紧邻东二环，辐射带动能

力强；片区毗邻沙河堡综合交通枢纽、东客站，

地铁2号线贯穿，交通优势突出；沙河滨河生态

带、塔子山生态公园点缀其中，生态环境优美。

这样一张优质的画纸上， 应该由谁来绘

就完美画卷？

当然是在行业内掌握重要话语权的高端

企业。据锦江区有关部门盘点，目前进驻这一

片区的全是高端企业。截至目前，锦江国际新

城内已经聚集了13个国内外知名开发商，其

中包括新鸿基、恒基兆业、九龙仓、仁恒置地、

韩国乐天、吉宝、香港置地等世界知名企业。

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 锦江国际新城的总投

资已经超过千亿元。

这些行业巨头，更是大手笔地规划建设了

环球贸易广场、环球汇、韩国乐天百货等高端

的商业、商务楼宇。例如环球贸易广场（成都

ICC）， 拥有两座280米及两座210米的建筑地

标，是体量为125万平方米的都市超级综合体，

涵盖高端居住、大型商业、高端商务、高档酒

店、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以全球最先进的“网

络化”都市综合体模式打造的环球汇，也将带

来崭新的居住、工作、文化、休闲、购物体验。

“未来将吸引近20万高端人群在此聚集，

建成5个五星级酒店，10多栋甲级写字楼，70

多万平方米的商业体量， 商业体量将远远超

过春熙路、盐市口商圈的总和。”

更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该片区内项目无

一不是超前规划，起点高、规划新，而且几乎

都由国际化专业团队打造，在商业规划、业态

分布、品牌引进等各方面都力求做到“国际

范儿”，其卓越的品牌基因已经决定，未来的

锦江国际新城， 将超越目前成都主城区的任

何一个百亿商圈，塑造出全新的地标性价值。

成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

国际社区

前不久结束的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按

照中央、省委关于深化改革的相关要求，确定

了“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制定出

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国际化和强化创新

驱动“四化一驱动”改革路线设计，坚持实施

“五大兴市战略”，全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

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辖区面积全市最小的锦江区， 资源瓶颈

问题日益突出， 产业结构比例和业态质量仍

须完善和升级。如何抓住当前有利机遇，以改

革为动力，以创新为驱动，在经济和社会转型

升级中实现跨越式持续性发展？

近几年，锦江区确定了建设“国内一流

的现代化国际性生态型精品城区” 的目标。

今年，作为该区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年”，

又提出加快“一廊三圈”建设，突出标志性、

高端性和引领性， 努力将其打造成能够充分

展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重要窗口。其

中，由攀成钢老厂区华丽“蝶变”而来的锦江

国际新城，已初步呈现“百亿商圈”雏形，还

逐步展现出成都国际化新标杆的绰约身姿。

今日，成都商报“区域观察”将推出“布

局2014———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 系列报

道。 开篇将以锦江国际新城如何突破空间瓶

颈、汇聚高端产业、打造国际化环境为案例，

剖析锦江区在谋划转型升级的创新思路和特

色路径，记录一个剑指“香港中环”的新兴百

亿商圈发展轨迹。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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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恒滨河湾小区，社区内的中英文指示牌

仁恒滨河湾小区，社区内的小孩们在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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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浦东， 三座超过 400米高的大

厦———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让曾经开发建设了十年的浦东，瞬间成

为上海面对全球的城市窗口。 业内人士表示：

“这三座大厦定义了上海浦东的价值。”

那是因为，一座优秀的建筑，可以提升整

个城市的形象。之所以浦东会出现3座超过400

米的摩天大楼，是因为这个区域聚集了这座城

市最丰富、最齐备、最核心的资源。你会发现，

浦东新区所聚集的商务、金融、消费、居住、购

物等城市全产业配套，足够代表整个上海。

在成都，城北的格局正在发生剧变。目前，

这里聚集了现代城市各项先进的配套， 酒店、

地铁、写字楼、商业一应俱全。其中，地产商扮

演了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城北全新的时代被

绿地开启。

业内人士指出，城北不缺有钱人，城北不

缺消费人口，也不缺开发量，但唯独缺地标。以

商贸流通为主要功能的城北，急需一座定义城

市价值、提升城市形象的建筑。因为，多个专业

市场的进驻，为城北积累了庞大的生活、商务、

办公的需求，但大部分进入该区域的开发商只

在意住宅的销售，现代商业被抛弃了。但是，绿

地看到了市场需求的缺口以及城市向北的趋

势。

绿地集团进入城北，为区域带来了一股崭

新的开发热潮———优品道和银泰相继进入城

北。目前，这里已经拥有3个百万平米以上的项

目。巨头合力打造城市新中心的格局，首次在

城北启幕。

城北第一高楼

定城市北中心

绿地202米

对城北市民来说，地铁1号线的开通，

给城北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城市功

能，无数城市居民享受到更好的城市生活；

而绿地城斥资百亿入驻，打造城市北中心，

则为城北引入世界级的资源和配套。

据悉， 绿地城涵盖超高层的地标、写

字楼、SHOPPINGMALL、 海派商业街、40

万平米精英住区等7大业态， 是城北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品质最高的城

市综合体。“作为世界500强企业， 我们将

动用集团所有优势资源，给城北带来全新

的舒居产品、国际办公、商业消费目的。”

绿地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3月，绿地率先亮出第一张牌：首届绿

地城万家购物节暨绿地城·华润万家超市

意向签约仪式举行， 开启城北新生活。而

在百万平米绿地城规划中， 还有商业、居

住、办公、休闲、饮食、购物、旅游等多元的

业态，目前，诸多商家正与绿地集团接洽。

绿地集团西南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说，

随着绿地城的建设，北部新城的人气和知

名度将迅速提升。从区域内聚集的产业项

目和人口规模看， 这将成为城北百亿商

圈。而绿地城，扼守商圈核心位置，将成为

该商圈的核心和中心。“绿地集团，看重的

不仅仅是项目本身，还有项目给城市带来

的价值。如果一个公司仅仅是停留在地产

开发层面， 那对城市价值的贡献无从谈

起，更不用说成为城市未来的中心。”

城市地标，让绿地城奠定其他项目无

法比拟的旺销格局。绿地集团已在成都两

次印证。 绿地468公馆，1、2期推出的房源

多次创造开盘售罄，首次在成都印证地标

效应。3月16日，绿地城首次开盘热销1016

套，创造成都选房规模之最，兑现成都最

热楼盘承诺。绿地城，斩获成都楼市一季

度销冠，绿地集团在成都再次证明：地标

项目必然热销。

（陈柏喜）

如果要介绍一座城市，首选的对象肯

定是城市名片。譬如，上海浦东的介绍中

有一条是这样的：这里，有3座超过400米

的大厦———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和上海

环球金融中心，它是上海旅游的必选景点

之一。再譬如，曾是世界第一高楼的台北

101大楼，它的出现不仅刷新了城市的天

际线，还成功创造了“101现象”。

可见，建筑会改写城市的价值。在成

都，绿地集团在短短3年内两次改变城市

的天际线，其中，世界第七高楼绿地468

的出现改变了城东，今年，绿地城202地

标建筑的出现，确定城市北中心。更重要

的是，绿地集团的进入带来了一股崭新的

开发热潮———优品道和银泰相继进入城

北，目前，这里已经拥有3个百万平米以

上的项目。巨头合力打造城市新中心的格

局，首次在城北启幕。

过去， 不住在城北的人很少到城北，

要么去火车站接人，或者是荷花池买个便

宜的包包。除此之外，人们似乎找不到去

城北的理由。不愿意去，是因为没有动力。

绿地城，提供了这种动力。绿地城携带

百万平米的城市综合体落户城北， 其中包

括202米的超高层建筑，46万平方米超大规

模商业配套，涵盖购物中心、海派风情商业

街、 中央露天剧场、 精英商业街等多重形

态， 而绿地城也因此被业界认为是具有标

志性、划时代性的中心地标项目，它的来到

将承担起城北商务、城市观光等重要功能。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绿地城是城北的门户。

“绿地城是人们谈论城北时提到的项目，

202米地标将成为城北地理的参照物。”

绿地集团西南事业部相关负责人认

为，202米地标建筑落户城北，不仅仅是建

筑高度的刷新，未来，这里将上演城北从

未出现过的生活。事实上，这种格局已经

在多个超高层地标上演。譬如，台北101大

楼，包含了生活聚场、101大道、时尚大道、

名人大道、都会广场、金融中心、健身中心

等，在这里，你会看到全世界最受欢迎的

流行品牌、 最具艺术感的娱乐休闲空间、

全球最顶级的时尚发布会……

绿地城的出现，为成都城北提供了与

世界一线生活接轨的通道。 这就是说，绿

地城是城北生活的中心。绿地城，也将让

城北生活与国际接轨。

202米地标 城北价值的中心

202米地标 城北地理的中心

202米地标 城北未来的中心

成都天际线

绿地两次改变

城北新格局

巨头合力打造

绿地城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绿地城商业街效果图

绿地城效果图

77～1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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