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产行业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的， 一流企业卖标准， 二流企业卖品

牌，三流企业卖产品。 目前，在成都楼

市，中德置业从开局到现在，5 次蝉联

单盘销售冠军， 两年半时间价值上涨

近 50%。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每个月约

300 套的稳定销量从不打折，力证“中

德出品”强大号召力。

“市场上还没有哪一个楼盘能像

中德·英伦联邦和英伦城邦这样，具备

粉丝跟风追逐的产品属性。 ”成都正

合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勇表

示， 中德制造出的产品更新了楼市刚

需产品的传统认知。 4年前，中德刚刚

进入成都时，就用“跨阶豪宅”的做法

告诉年轻人如何置业，4 年时间，上万

个家庭已经成为中德的业主， 他们充

分感受到了“关爱到家”。

市场人士认为， 中德世纪置业带

给成都楼市的影响，还不仅仅是如何

让年轻人住上好房子，还包括给年轻

人造好生活。 事实上，在中德·英伦联

邦社区中，许多业主已经感受到了什

么才是好生活。 譬如，青年才俊在这

里享受到了豪宅社区才会配置的硬

件：首层架空、创新泛会所、儿童游乐

区、老人休息区、小区接待大堂、地下

室入户大堂、单元楼栋入户大堂均为

星级酒店装修标准，品牌电梯、第三

代防火防盗复合门、两次成型断桥铝

合金型材、中空浅镀膜玻璃……同样，

中德给业主提供的软服务同样领先，

百万平米品质社区配套，满足各项生

活需求。 譬如，哈罗公学落户，标准英

式教育体系融合本土名校教育，为孩

子提供与世界同步的全程教育；再譬

如，上万平米风情商业街成形，商家

陆续入驻，家乐福旗舰店、环球中心

现已开业，沃尔玛即将开业，一站式

购物消费触手可及。

2014 年，中德置业献给青年才俊

的是全新的舒适生活，对业主来说，这

是看得见的价值，对中德置业来说，这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也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

（陈柏喜）

手指抖一抖，邦钻弄到手

200万大礼，嗨翻邦客

平淡的 4月楼市，似乎缺少了劲爆消息。

昨日，笔者获悉，中德地产将启动新一

轮推广，备受业界期待。 因为，中德每一次

出手都会在行业引起轩然大波，这一次，中

德祭出的大旗是“百万邦客计划”。

一位了解该计划的行业人士表示，2014

年，成都楼市第二季度的热度将由中德开启。

据透露，这一次，中德选择的是在移动互联社

区发力，笔者发现，目前，中德·英伦联邦订阅

号已经全新上线，在手机端，就能详细浏览楼

盘的信息、预约看房、参与讨论、抽大奖。

中德世纪置业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是

中德地产进入成都以来的习惯， 关爱青年

才俊的成长。这一次，中德世纪置业将关爱

延伸到了互联网， 让年轻人随时随地都能

感受到什么是“关爱”。 “百万邦客计划，

不仅是投入 200 万金额， 还将覆盖到上百

万青年才俊。 ”上述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200万邦钻大礼”包括钻石、

苹果 IMAC、苹果MACBOOK、苹果 IPAD-

MINI2、蓝牙耳机、移动硬盘等，每个关注中德

账号的朋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得意外惊喜。

抢邦钻，赢真钻，谁是中德·英伦联邦

“钻石王老五”？ 等你来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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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邦客计划出炉

2014，中德为成都开市

4年积淀，中德从卖房子到卖生活

中德·英伦联邦跨阶豪宅收官

之作 CD 区即将面市： 约 85 平米

两房变三房 、116 平米奢尺三房 、

149 平米阔居四房期待你的选择。

参与搜房活动即享“5 千抵 2 万”购

买优惠活动，同时“日进百金”活动

全城启动，参与越早优惠越多！

2009 年，笔

者在采访万科董

事局主席王石时

听到最真实的一

个答案是：再过 10

年，我们关注的重

点可能不是房子

的价格， 而是，房

子是否能够居住。

王石说，这是

很多购房者甚至

是行业没有意识

到的问题， 因为，

房子承载的是生

活。 未来 10 年，我

们需要什么样的

生活，很多人无法

预见。

所以，在中国

房地产市场上出

现了一股潮流：从

开发商到服务商。

华润置地高级副

总裁兼战略总监

吴秉琪说，房地产

生意到最后是价

值，而价值的来源

是客户。 中德世纪

置业，率先意识到

客户的价值，在进

入成都 4 年后再

出发，从卖房子转

变到卖生活。 其

中， 刚刚启动的

“百 万 邦 客 计

划”， 不仅是中德

“关爱到家”的延

续，更是中德置业

对现代生活方式

的全新书写。

2011年5月29日， 中德·英伦联邦

首次开盘，712套房源两小时卖完；紧

急加推200余套房源， 亦被抢购一空。

据说， 一位地产商高层在获知该数据

后当场表示，向中德学习如何卖房子。

据上述高层回忆，那一年，城南面临白

热化的刚需之争。

一年后， 中德在另外一个产品线

上创造了同样的业绩。2012年10月14

日 苹果跃层开盘当天546套房源3小

时抢光， 超越成都LOFT市场3个月销

量，3小时的销售使中德苹果跃层成为

2012年全年LOFT销冠。据称，彼时，成

都LOFT市场处于严重滞销期。

中德创造的热销，还在延续。

2013年5月26日 英伦联邦姊妹

篇———中德·英伦城邦盛大开盘，

当天吸引逾3500人到场，现场销售

房源近700套， 再度掀起城南抢购

新高潮。

3年时间，3次出手，无论市场风云

变化，中德频频得手，成为了楼市的一

个谜。因此，中德被誉为提升楼市热度

的“妙手”。来自行业的一个说法是：

2011年到2013年，中德每一次出手，都

会让对手感到紧张。因为，刚需项目操

盘手非常清楚， 中德吸引的是全城青

年，而非传统项目的地缘性客户。笔者

了解到，很多项目为了避开中德旋风，

不得不人为地调整开盘时间。

2014年，中德再次出手，还是同样

的产品， 还是熟悉的价格， 但不同的

是，中德这一次将触角伸得更广更远，

百万邦客计划将覆盖成都所有青年才

俊。5月，邦客大典将开幕，这会是一个

令人激动的时刻。

中德世纪置业营销总监姜川说，4

年时间， 成都青年置业方向已经被中

德改变。笔者发现，中德从进入成都开

始，就以“大规模、高品质、勤关爱”的

理念改写楼市风尚标。那一年，中德还

是楼市新面孔。

此后， 中德置业每年都会让楼市

为之疯狂，2012 年，中德置业的“8 大

品质升级”、2013 年，中德的“财富计

划”，让无数在城市打拼的青年从过客

变成市民。 四年深耕，收获 10000名业

主与无数粉丝。 他们见证中德的每一

步成长，并与之共荣；他们已经成为成

都青年的榜样，他们热爱生活，崇尚自

由，个性十足，爱交往。

2014，中德关爱火爆升级，在全

城千万人中发起 “百万邦客计划”，

瞄准青年才俊的消费方式和表达方

式，其中，互联移动社区首次加入中

德营销阵地，这里可以吐槽，可以点

赞，可以拍砖……各种有趣、猎奇、好

玩的消息，都是最新出炉的。 笔者发

现，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主动关注

的用户将自动成为邦客，可以发表自

己的邦客宣言，可以参与各种游戏互

动，还可以赚取未曾想到的礼品和财

富。 无论你是否购房，中德都给你同

样的机会和乐趣。 在中德看来，年轻

人都喜欢有这种身份的表达：我是青

年才俊，请叫我邦客。

移动互联研究人士认为， 较之

于其他发展商，中德又一次走在了

行业的前头，从平台到服务。 走在

行业的前头，为客户提供更到位的

关爱，一个庞大的邦客帝国正在浮

出水面！

中德出手 为成都楼市开市

成都千万人，百万是邦客，中德关爱大升级

造好生活比造好房更难 中德再次挑战全城

活动

销售

中德·英伦联邦尖塔实景

中德·英伦联邦小区入户大堂实景图

中德·英伦联邦实景

中德·英伦联邦小区中庭实景

手指抖一抖，邦钻弄到手

行业现状
13个市场，涉及10个行业
截止 2012 年，大成都范围共有 13

个专业市场，规划占地面积超过两万
亩，涉及 10 多个行业。其中，“重装之
都” 德阳的大型制造和机械产业闻
名全球。更重要的是，成德同城化战略
开启后，德阳将进一步融入成都经济
圈。

《成都德阳同城化发展框架协议》
指出，两地要依托产业特色优势，整合发
展要素资源，促进两市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机械汽车、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先
进制造业协作配套联动。未来，德阳在制
造产业上的优势将更加明显，在全国的
影响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北新国际机械城立足成德绵核心枢
纽，提档升级装备制造业，撬动市场千亿
商机！项目总占地 460 亩，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属四川省重点项目、四川
省重大产业项目、广汉市重点服务业项
目、广汉市 2013 年度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综合国际国内制造商、经销商、采购
商、市场等方面实际需求，全面整合成德
绵乃至西部装备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
完善装备制造产业链条。

投资建议
先看行业再看运营

四川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冉立春

说，商业地产投资尤其是社区商铺投资，
很多开发商根本没有运营资源和团队，
临街商铺实际上就是一个临路的一楼的
房子，但价格却是住宅的好几倍。

实际上，在产业市场中，由于一些开
发商缺乏行业资源，加上行业竞争激烈，
可能导致商铺难以经营。

因此，行业人士指出，如果要投资
产业市场类的商铺，首先要看行业，包
括规模、政策、规划等，这决定了行业
发展的基数和空间，只有行业做大了
企业才能做大，企业做大才会给投资
者带来空间；再看运营，包括开发商资
金、团队水平、自持比例、业态组合、主
力商家等核心要素，只有上述要素均
保持一流水平，产业市场的商铺才可
能取得稳定收益。

北新国际机械城，由实力企业四
川北新大弘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该公
司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以销售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为辅的大型企
业，项目操盘团队均拥有 10 年以上市
场经验，项目自持比例 55%，后期运营
和管理有保障。

产品定义
北新国际机械城小“钢”铺，是指依

托大型制造和机械产业而开发的投资
品，该投资品占据数百亿的行业财富，其
规划、设计、管控均是量身定制，旨在填
补行业空白。对投资者来说，该产品总价
低、好受益。

产品特征
1、依托大型物流、机械、商贸产业，

拥有数百亿的产业财富。
2、成德同城化战略开启，带来全新

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3、低总价、好受益。
4、开发商自持比例达到 55%，企业

统一招商、统一管理、统一运营。

适宜人群
具有一定闲钱但缺良好渠道的投资者 投资产业市场的商铺先看产业，再看运营

北新国际机械城，地产投资品的“蓝筹股”
权威数据显示，截止2012

年，大成都市场共有13个大型
产业市场，规划面积超过两万
亩，涉及五金机电、家居建材、
灯具灯饰、茶叶食品、小商品、
皮革等行业，项目主要分布在
青白江、大丰、新繁、双流、广汉
等地。

其中，地处广汉的北新国
际机械城，依托大型机械和制
造业，打通商贸流通环节，这个
从生产到交易的一站式平台将
为行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对
投资者来说，因为项目而诞生
的北新小“钢”铺，成为地产投
资品中难得一见的“蓝筹股”。

北新国际机械城（

NIMC

）四川省
重点项目，四川省重大产业项目，四川
省

100

个重点支持项目，西部重工装
备制造业商贸物流工程，中国石油、重
工、电气、机电机械设备商贸基地。 项
目位于成都“北沿线” 广汉， 总占地
460

亩，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是中
国示范性商贸物流集群。

咨询热线：

028-84351717
84361717

商铺
投资
攻略

产业市场类

北新国际机械城效果图

北新国际机械城效果图

北新国际机械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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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都房地产市场来说，这个

4月注定是热闹的。 除了惯例在五一

期间举行的房交会，本月的土地市场

也在年初的沉寂之后，迎来了今年的

首轮集中供地热潮。据成都市国土资

源局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 成都4月

计划推出的地块数量超过20个。

据地产机构统计， 成都2014年一

季度土地市场供应面积同比下跌

15.3%，成交总额同比下降9%。其中，3

月份主城区仅有一幅位于锦江区沙河

堡片区的地块入市，相比而言，成都近

郊土地出让则比较活跃。 合能以总价

9.3亿元成功杀入天府新区，拿下双流

县麓山板块400来亩用地；万达顺利完

成大城西战略布局， 拿下郫县郫筒板

块258亩用地作为蜀都万达广场，算得

上是第一季度成都土地市场为数不多

的亮点。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除了放缓

推地节奏的客观因素外， 一季度成都

土地市场的表现也与开发商上半年卖

房下半年拿地的传统战略有关。

4月开始，成都土地供应量全面回

暖，月内出让地块的数量在20宗以上，

出让面积超过1400亩。其中4月18日和

23日的两次集中拍卖为本月的重点，

将有9个地块推出。

从本月新增供应地块分布来看，

主城区与郊县均有土地出让。其中成

华区独占鳌头，一口气推出5宗土地。

郊县方面，双流、都江堰、崇州等地皆

有土地出让，不出意外，双流西航港

将引领4月近郊土地市场。

对于本月土地市场供应端的集

中开闸，不少开发企业都厉兵秣马，

跃跃欲试。有消息称，来自圣灯街道

理工大学片区的地块， 引起了中铁

建、 龙光地产等开发企业的浓厚兴

趣。青羊区苏坡街道万家湾社区4、5

组地块， 受到了众多企业的密切关

注。 目前该地块所在区域已经聚集

了保利、国嘉、万科、凯德、中铁置

业、荣盛、金阳等房企，在多个项目

交付使用后，区域已经日渐成熟。加

之穿过区域的地铁4号线明年即可

通车试运行， 区域的交通配套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 开发企业和购房者

的预期， 也将因此得到较大程度的

加强。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已有多

家品牌房企准备好“弹药”，将对该

地块发起攻击。

在4月10日率先进行的一场拍卖

中，西航港两宗商业地块分别被上海

东航和西藏航空以底价拿下。崇州市

崇阳镇石羊西路南侧世纪大道西侧

地块， 拍卖当天也引发了激烈竞争，

在经历多轮反复竞价之后，最终由四

川宏润达置业成功拿下。 据了解，目

前万科、保利、绿地、中粮、通用等品

牌房企皆有拿地的意向和需求，而多

家欲闯入成都的新面孔也在通过各

种渠道寻找土地。 种种迹象表明，随

着时间进入4月， 成都楼市已经战意

渐浓。

成都商报记者 贺峥

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指出，今年一季度，成都

共有6栋乙级写字楼交付使用， 新增供应量逾30

万平方米；写字楼空置率依旧高位徘徊，截至季

末整体空置率高达43.9%。其中，天府新城作为主

要新增供应集中地区，空置率达到58.9%，写字楼

租金环比下降2.3%至每月每平方米88.1元。今年

第一季度，写字楼租赁市场需求主要来自新设立

的成都本土金融企业， 需求租赁面积集中于

300~600平方米； 而来自跨国公司的需求则相对

有限。对于未来写字楼租赁市场的走势，世邦魏

理仕写字楼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6个月内仍

将有大量写字楼项目计划入市，而成都市工商局

发布新政策抑制民间金融理财公司的过快增长，

成都写字楼市场前景依然严峻。

虽然第一季度写字楼市场的整体租金水平

有所下降，但成都甲级写字楼的租金还是有所上

涨。 高力国际发布的第一季度市场报告显示，

2014年一季度，国际金融中心写字楼1座入市，新

增供应面积127,000平方米， 推动成都现有甲级

写字楼市场总存量上涨至1,245,263平方米。国际

金融中心作为东大街区域标杆级甲级写字楼，拥

有非常优越的硬件品质，同样，其租金水平亦远

超该区域平均租金。受此新增项目拉动，一季度

成都甲级写字楼市场平均租金环比上涨3.89%，

为118.51元/平方米。预计进入第二季度，甲级写

字楼市场将迎来约37万平方米的新增供应。高力

国际分析师认为：“这些新增供应分别位于中央

商务区和天府新城，而这两个区域为现有的商业

核心和发展中的城市副中心，拥有较为坚实的写

字楼客群基础，虽然受市场供求状况制约，新增

项目短期内或将面临较大的吸纳压力，但长期将

呈现稳定上行的发展趋势。”

供应井喷

成都写字楼市场竞争加剧

在商铺方面，今年一季度，国际金融中心

和阳光新业中心开业，新增26.5万平方米零售

物业面积，两个新增物业均达到超过9成的开

业率。世邦魏理仕认为，受到整体市场形势不

明朗的影响， 多数零售商由品牌扩展转向保

守， 整体租赁成交量下降， 首层租金保持平

稳，维持在每天每平方米26.4元，市场空置率

保持不变。报告还指出，未来6个月商业市场

将有5个项目开业， 其中3个项目位于新兴区

域， 将使得新兴商圈的零售物业市场面临更

严峻的挑战， 成都零售业市场分化的趋势会

进一步加剧。

同时， 中原地产上周出炉的第一季度季

报也指出：“1月14日，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

正式开业；1月18日， 成都伊藤首家郊外店温

江店开业；1月19日， 九眼桥时尚购物中心阳

光新业中心开业。仅1月份，成都开业的商场

就有三家，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开始。据不完

全统计，远洋太古里、铁狮门晶融汇、华置广

场THE� ONE购物中心、新光三越、鹏瑞利青

羊广场、 鹏瑞利东站广场、 东方希望天祥广

场、凯德天府、雄飞中心、龙湖时代天街1期、

苏宁广场城市奥特莱斯、 蓝光空港韩国城等

商场，也将于2014年投入运营。”如此大量的

商业集中开业， 对招商和租金来说都是很大

的挑战， 不排除会有个别商业项目为了吸引

商家而降低租金。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随着多个写字楼的集中上市， 今年第一季度成都市场上的

写字楼供应出现井喷。日前，世邦魏理仕的报告称，居高不下的

写字楼空置率对于租金影响加剧， 办公楼市场的议价能力继续

向租客倾斜， 写字楼租金环比下降2.3%至每月每平方米88.1

元。今年第一季度，新开业的商业项目也不少，根据专业机构的

统计，第一季度成都商铺的租金水平保持平稳。随着商业开业潮

的来临，今后的商铺租金面临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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