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信息

2014

中国（成都）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

展会时间：

4

月

25

日

～27

日

展会地点：东郊记忆·锦颂东方艺术展览中心

主办单位：泽宏嘉瑞、海外

SO

集团

媒体支持：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

官方网址：

www.haiwaiso.com/cipi

国际招商电话：

+8610－82676171

活动亮点

1

、

300

余个海外项目登台，创成都高端海外展会规格之最

2

、

1000

名独家特邀实力买家，为展会搭建直通终端的展示交易平台

3

、

8000

平米展会面积，

218

个宽敞展位，全方位展示参展项目亮点卖点

上海

16.83%

北京

15.43%

深圳

8.56%

广州

6.50%

成都

4.60%

入场券免费送

成都商报即日起至

4

月

24

日，每日赠送

200

张“

2014

中国（成都）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入

场券。 有意者可在

9:00～17:30

拨打电话

028－

86757336

询问详情（工作日内），数量有限，领

完即止。

免费领票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159

号成都传媒大厦

0308

室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购买一套海外

的房产并不意味着要去当地居住，而是为了

换取移民资格或者是进行投资。”成都泽宏

嘉瑞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目前

政策来看，英国、日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的房产出售并不附带“移民签证”，

因此，这些国家的展商更多的是向购房者推

销他们房产的“投资”功能。

不过，不同于国内房地产市场，国外

展商们并不以“房产升值”来做为卖点，

而是普遍向买家承诺“出租回报率”，这

一数字通常占房产总额的3%～10%。“如

果投资的话，我还是要在中国投资，毕竟

国内可以掌握到楼市的最新动态。 下周，

我会来看看加拿大的房子， 有亲戚在那

边， 想买了自己过去度假的时候住。”一

位成都商报读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对于投资需求，以移民为诉求的买

家明显更多。” 海外SO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为了吸引投资，以欧洲为主的一

些国家相继推出了“购房移民”的政策，购

房者只需购置一定金额的房产，即可获得该

国的居留权。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推出这

样政策的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腊、

塞浦路斯、意大利、拉脱维亚等，均属于欧洲

国家。“在下周五开始的展会上， 我们会看

到不少可以满足投资者移民需求的项目，有

类似需求的成都市民不要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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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在家门口 买全球的房子

4月25日~27日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在东郊记忆举行

数十国家上百物业参展，普遍集中在100万~300万

2014中国（成都）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即将于下周五在东郊记忆·锦颂

东方艺术展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据活动主办方之一的海外SO集团相关负

责人透露，三天展会期间，约320家海外优质物业发展商将齐集成都，为广大

成都市民带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塞浦路斯等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不动产，投资门槛普遍集中在100万至300万之间，部分

海外参展项目甚至还提供“投资移民”等一条龙服务。

今年1月，搜房国际发布《2013年中国

人海外购房趋势报告》。 报告显示，2013

年， 中国海外购房者首选国家为美国，共

吸引了20.69%的海外购房者。 报告同时还

对中国海外购房人群的分布情况进行了

分析，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有海外购房

需求的人群，上海占比最高，达到16.83%；

北京位列第二，占比15.43%；深圳和广州分

别以8.56%和6.50%位列三、四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北、上、广、深四

大城市外，中西部二三线城市的海外购房

人群比重也在逐年提高。 其中， 成都、武

汉、 郑州三大城市悉数上榜。 成都则以

4.6%的占比，成为中西部地区海外购房人

群最为庞大的城市。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伴随成都经济

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成

都创造了更多的“新富阶层”，海外房产

作为风险较低、 回报较高的投资产品，必

然会吸引更多“新富人群”购买投资。

海外SO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川口音已经成为海外

房展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无论举办地在

北京、上海还是广州，每届展会都能吸引大

量四川人到场， 且他们的购买力不俗。”上

述人士透露，从成交分析上看，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英国是四川人最为热衷的四大

海外物业购买地。 而在此次2014中国（成

都）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上，这四大国家的

优质不动产也均将悉数亮相。

“目前，成都很多有投资实力的投资者都

在进行海外投资，但是，因为市场没有成熟专业

的服务平台，他们只能自己去甄别。本次展会将

引入约300个海外项目集中参展，给成都投资者

创造了在家门口投资海外项目的绝佳机会。”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下

周五开始的2014中国（成都）国际城市投资博

览会将给成都投资者带来更多选择。

活动主办方之一的成都泽宏嘉瑞相关负

责人认为，海外SO拥有的海外资源是独特的，

它将给本次展会带来更多成都市民前所未闻

的新项目、新理念和新看点。成都商报记者注

意到， 目前确定参展的海外项目囊括英国、意

大利、德国、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葡萄牙、

泰国、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等

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而在本次展会上，成

都投资者将近距离接触到这些来自不同地区

的地产项目。

另外，与其他地产展览不同的是，本次展会

通过汇聚来自国际房地产开发商、代理商、移民

公司、旅游机构、投资金融机构、媒体等资源，全

力搭建以房地产为龙头、 住宅相关产业和相关

服务、配套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流平台，为供需双

方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对广大成都投资者而

言， 下周五至周日的这场海外优质物业盛宴显

然不容缺席。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购买海外物业，成都人比例居西部城市之首

投资或者移民 购买海外物业分清两大用途

海外置业盛会

移民旅游海外

投资现场支招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2013

年中国有海外购房需求的人群

四川人最热衷的四大海外物业购买地

据悉，海外SO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海外

物业展会筹办商之一，此前，已在北京、上

海、 广州等地成功举办过多次大型展览交

易会。今年，海外SO集团首次将触角探入

西南地区，即选址西部头羊城市———成都。

“从我们往年在北京、 上海等地的展会成

交客户构成中可以看出， 四川人尤其是成

都人， 对海外优质物业及移民需求非常旺

盛， 这是推动我们将优质海外物业引入成

都的初衷。”上述负责人表示，下周开幕的

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无疑是成都投资者在

家门口采购全球优质不动产的最佳平台。

对投资者而言，一线品牌房企的倾力加

盟无疑为投资增加了安全保障。张先生是成

都商报的忠实读者，他近期打算在城南投资

一套百万级商铺。“一个一个楼盘地跑很累

人，也没那么多时间。眼下，就等下周五的全

川铺交会开幕了。”张先生称，看到保利、银

泰、中建、龙湖这些大品牌都来参展，买套安

全优质的商铺肯定有着落了。

事实上，除了优质商铺多外，优惠力度

大也是本届全川铺交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据悉，北新国际机械城将甄选100套优质特

价商铺参加，最低只需10万起，就能投资商

铺，坐享收益，令不少投资者怦然心动。

保利地产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配合第二届全川铺

交会，回馈投资者的长期支持，保利参展

商铺全部特批铺交会专享价， 从30万到

3000万的门槛跨度，确保每一位投资者都

有机会成为保利商业的业主。

另外，如银泰城·悦坊、八益国际家居

博览城、中建·桐梓林壹号、绿地城、蓝润·

锦江春天、协信中心、新希望·皇冠国际社

区、西环广场、巴黎都市等知名项目，本次

参展商铺面积从23平米至2300余平米不

等， 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实力层次的投资

者。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投资者现场成功

认购即均可享受开发商给出的铺交会专

享优惠举措。如果你最近有投资商铺的打

算，本月25日、26日就来环球中心，一站式

聚拢全川优质商铺资源，第二届全川铺交

会让你握住财富增值的大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下周去环球中心 最低10万买铺面！

第二届全川铺交会下周五周六在环球中心举行，汇聚全川3000余套优质金铺

4月打算买商铺的投资者有福了！下周五，由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

倾力打造的“2014第二届全川铺交会”将在环球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四

川省内最大的年度商铺交易会， 本次全川铺交会参展商规模及阵容盛况空

前。包括保利、万科、绿地、龙湖、银泰、招商、蓝润、协信、城置、八益、中铁二

局、中建在内的近30家品牌房企，均已确定参展此次铺交会。据悉，参展优质

商铺超过3000套，价格门槛横跨10万至3000万区间，确保了不同层次的投

资者，都能在这场商铺交易盛会上找到自己买得起的好铺子。

四川人最热衷的四大海外物业购买地

“川内针对住宅产品的展览交易会

有很多， 但真正以商铺为主题的屈指可

数。所以，当我们得知成都商报系房地产

运营中心将在4月启动第二届全川铺交会

时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展。”成都银泰城相

关营销负责人表示，由权威媒体发起并运

营的全川铺交会无疑是四川省内商铺交

易的首选平台及拳头品牌。

事实上，自去年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

营中心启动第一届全川铺交会以来，全川

铺交会的招牌便在四川商业地产领域制

造了广泛影响力。四川省连锁商业协会会

长冉立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全川铺交会集纳了商铺展示交易、热

点商铺推介发布、专家现场商铺投资理财

讲座、商业地产发展趋势论坛等诸多关键

环节， 具备极高的专业价值及指导意义。

而据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相关负

责人透露， 展会消息发布不到两周时间，

32席展位便被成都各大实力发展商预定

一空。

“去年，我们便参加了由成都商报系

房地产运营中心主办的首届全川铺交会，

现场成交金额超过千万。”中国城置相关

负责人透露，今年，中国城置成都公司旗

下两大项目城置·尚豪庭及城置·汇点均

将再度参展。“既能形成良好的品牌及项

目展示，又能促进销售、推动成交，这样的

大型主题商业活动值得提倡推广。”

蓝润地产营销总监黄丽亦表示，相比

运营商自己主办的展会活动，全川铺交会

无论从展会形式还是传播广度上讲，都明

显更胜一筹，参加这种档次的交易会事实

上也是对商家实力的一种展示和认可。

投资者

10万～3000万区间 商铺多、优惠力度大

参展商

川内商铺交易首选平台 32席位一抢而空

成都商报房地产运营中心主办

投资者大讲堂

4000400101

报名

热线

保利地产：

保利·星座、保利·新天地、保

利·锦湖林语

银泰置地：

银泰城

中铁二局：

玛赛城

中国城置：

城置·尚豪庭、城置·汇点

蓝润地产：

春天系及蓝客系项目参展

中建地产：

桐梓林壹号

三秦房产：

红楠生活广场

瑞城房地产：

紫荆美熙广场

天来房地产：

天来国际广场

中拓房地产：

西环广场

万科地产：

旗下金色系项目

金科地产：

金科中心

星俞置业：

大煌宫陶瓷展贸中心

雅居乐房地产：

铂雅苑

龙湖地产：

龙湖·时代天街、龙湖·金楠天街

新希望地产：

新希望国际

上海绿地：

绿地城、绿地中心468、绿地之窗

北新大弘置业：

北新国际机械城

上风港时代投资：

上风港时代广场

协信置业：

协信中心

华茂米兰：

中国成都国际时尚中心

中加瑞辰：

中加水岸

润成投资：

天府美岸

八益：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

北大资源：

燕楠国际

招商地产：

依云上城

心成置业：

上龙门

第二届全川铺交会

时间：

4

月

25

日

～26

日 地点：环球中心

主办：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

承办：成都全搜索网站、《明日·快一周》《快

买房》

报名热线：

4000400101

活动亮点

1

、整合省内数十个精品商业项目，制造成

都楼市商业地产盛宴

2

、

3000

套优质商铺， 数千万特殊优惠，一

网打尽四川好铺

3

、

3000

名准意向购房人群，为参展企业组

织目标客户

4

、构建“报纸

+

电视

+

网站

+

杂志

+

新媒体”

的全媒体集群

第二届全川铺交会参展名单

去年首届全川铺交会吸引了众多市民 本报资料图片

有数据显示，成都是中西部地区海外购房人群最为庞大的城市 图据海外

SO

如何投资商铺

150余人报名投资大讲堂

如何投资商铺？怎样才能看准口岸？如何实

现收益最大化？ 这些疑问似乎是商业地产投资

中永恒的话题。4月21日， 成都商报投资者大讲

堂将再次启幕，特邀知名商家和专业人士，为投

资者拨云见雾，点拨迷津。消息发布后，竟引来

了150多名投资者踊跃报名。

“买什么样的铺子，其实应该换位思考，就

是什么样的铺子最好租，适合哪种业态？”讲堂

的负责人表示，这一次，投资者大讲堂就将邀请

知名的商家，从商家的实际需求、选铺要求等，

来谈谈如何购买商铺。

本次特邀的商家是柒-拾壹（成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加盟开发本部本部长岸

本植人先生。 该超市在成都目前发展迅速，不

断增开新店，在短短3年内，已经开了100家店，

生意红火。除了成都市区，在温江，郫县，双流

等地都有开店。作为连锁超市，他们的选铺要

求是什么，对商圈又有哪些要求？这些对投资

者买铺来说，又有什么借鉴作用？而作为专业

的商业地产全程服务商睿意德，手中也有大量

的商业案例，他们将派出西部大区总经理张建

华，为广大投资者讲解商业地产投资案例和市

场扫描。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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