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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北新小“钢”铺

北新小“钢”铺，是指依托大型制造

和机械产业而开发的产业商铺，该产业商

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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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小“钢”铺的4大特征

1、背靠数百亿的产业财富

2、占据成德同城化发展机遇

3、小投入、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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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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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国际机械城效果图
近两年来， 成都城区商业地产

已经进入一个相对饱和状态， 而郊

区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区域对商业的

巨大需求， 这也就成为了商业巨头

进军郊区的巨大机会。商业出城，已

经成为成都商业地产发展的一大趋

势。这种趋势是城市化的必然，更为

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机会。

四川商业地产联盟秘书长冉立

春说， 郊区商业确实出现了大的增

长， 但并不是所有郊区商业都值得

下手。在他看来，郊区商业投资必须

满足如下 4 个因素：地理位置好、产

业规模大、企业实力雄厚、招商运营

团队强。 因为，商业没有中间状态，

要么很火要么很冷。 对个人投资者

而言，选择哪个企业、哪个项目、什

么产品，将直接决定后期受益。而北

新国际机械城，同时满足上述因素，

在成德绵同城化启动后， 市场表现

尤其突出，现已迎来投资的窗口期。

产业出城

北新国际机械城小“钢”铺成投资新宠

过去， 成都专业市场的布局

让人感到头疼， 原有的专业市场

位置太靠近市中心， 交通的不便

和规模的有限严重制约了其发

展。 随着市区专业市场搬迁进度

的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成都

新兴的专业市场近40个， 规模达

到4000余亩，包括了家居、建材、

汽车汽配、钢材、百货、五金等行

业。未来几年，成都市场升级外迁

将带来巨大财富机遇，这意味着，

未来几年上百个市场， 数千亿财

富的流向将会发生大挪移。显然，

无论是对于商家、投资客，抑或是

整个城市而言， 专业市场的外迁

都将起到非凡的影响力。

广汉，位于成都北沿线，已经

成为近郊商业的重要一极。 成德

绵产业同城化启动后， 广汉当仁

不让成为了首轮"红利"的享有

者。 作为成都"半小时经济圈"成

员， 广汉成为重工产业转移最好

的承接地、投资创业最佳目的地。

截止目前， 广汉承接产业转移的

招商引资工作已突破400亿。

北新国际机械城地处广汉门

户位置， 是中国示范性商贸物流

集群， 也是成德绵产业带上的标

杆项目，北新国际机械城建成后，

将完善成德绵经济带产业链条，

形成产业竞争综合实力， 成为国

家级战略产业基地示范区。

想受益，买商铺。

在住宅市场投资不明朗的情况下，

不少投资者将眼光转移到了商铺上。然

而，在商业供应高涨、商铺投资模式呈现

出多元化的今天， 投资者受传统投资观

念的影响，认为：买铺子就是要买临街商

铺、住宅底商、商业街商铺等等。然而，这

类型的商铺的受益往往不尽如人意，动

辄上百万元，更是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目前， 好的产业市场的商铺值得关

注。有产业支撑、有政策支持、有专业运

营团队招商、推广、经营的源头市场的表

现明显优于市场平均水平， 足以用出类

拔萃、鹤立鸡群来形容。

然而， 产业市场商铺的投资更注重

后期经营价值（即：有没有生意，如果生

意旺，所交易的商品附加值高，那么租金

就高，物业增值也快）。作为西部石油、

重工、重装、机电机械设备的产地市场，

成德绵千亿重装产业带省重点商贸物流

平台， 北新国际机械城位于成德绵装备

制造产业带的核心位置， 是中国电机机

械设备商贸基地、源头市场，做的是中国

石油、中国电气、中国重工机械设备的生

意，生意大，产品附加值高，还有专业的

运营团队进行招商、推广、经营，其商业

价值与未来前景是显而易见的。

（

陈柏喜
）

商业出城

投资者发现新市场

想受益，投商铺

北新小“钢” 铺值得投资

北新国际机械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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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府河岸， 奔驰S级轿车星空试

驾，成都首次。

5月8-11日 未来汽车特斯拉， 为华侨城·

东岸而来。

活动预约热线

86866688

除了特斯拉的驾到以外，华侨城·东岸2014

年的一系列重头戏早已拉开序幕。 上周末，成

都华侨城聚集了上千辆奔驰， 场面颇为壮观。

据悉， 华侨城·东岸在上周邀请全城奔驰车主

免费畅游欢乐谷引起热烈响应，千辆奔驰长龙

造就成都楼市一大奇观。本周末27日，华侨城·

东岸将在项目府河岸边，举办“奔驰中国西区

最顶级的S级轿车星空试驾”， 此乃成都首次，

其意义和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华侨

城·东岸“买房送奔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购320-360㎡花园叠墅送奔驰GLK，购370㎡岛

心联排送奔驰E系，仅活动第一周就送出21辆，

截至目前，成交非常火爆。100辆奔驰，5月铁定

送完！

今年， 华侨城·东岸除与梅赛德斯奔驰战略

合作外，还同期开展其他三大城市级活动。上周，

与华侨城·东岸全面合作的国际现代五项锦标赛

成都站已经落下帷幕；成都业余高尔夫积分赛正

如火如荼进行，华侨城·东岸队表现不俗；而汇聚

全城精英的“华侨城·东岸2014年成都业余网球

精英赛”也即将盛世启动。华侨城·东岸，引领成

都高端生活梦想，不遗余力。

（李杨）

西三环、府河岸、湖心岛……这片土

地实在被赋予了太多的珍贵价值。 而华

侨城对这片土地和城市回馈， 远不仅仅

是东岸。九年大成，3000亩高端生活版图

醇熟呈现。

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娱乐休闲配套，

涵盖主题公园、文化剧院、击剑馆、高尔夫、

鼎级会所、网球场等；50万平方米复合型高

端商业起航，囊括五星级酒店、高端购物中

心、商业街区、府河春天美食街等，将重新

定位城市西北的商业中心；0-18岁国际化

教育体系，汇聚了金苹果幼稚园、中美合资

沃顿幼稚园、人北小学、成都七中等素质教

育机构，让下一代的未来更加璀璨。

正如华侨城自己的广告语———“为了

一个家，我们造了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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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汽车”特斯拉西南首秀

为华侨城·东岸而来

奔驰汽车买房就送 100辆豪车5月铁定送完

本周网上最热词一定是“特斯拉”和

“马斯克”。 备受关注的北京国际车展上

周末隆重开幕，汽车界的“乔布斯”———

特斯拉创始人兼CEO伊隆·马斯克

（Elon·Musk） 首次到访中国并宣布未

来将实现国产，这可谓是近来国内汽车界

最重磅的新闻。就一辆电动车特斯拉如何

做到“万人迷”？特斯拉究竟和我们身边

的汽车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是一个车迷，5

月8日到11日你就不要错过了， 目前国内

屈指可数的特斯拉将空降蓉城，展出地点

就在成都华侨城·东岸。

成都的车迷们真的太幸运了，特斯拉下

月即将首次空降成都，这也是特斯拉在中国

西南的首秀。如果今天提起“特斯拉”你还

不知它是谁， 那说明你落伍太多了， 有着

“汽车界苹果”之称的特斯拉无疑是目前全

球最具魅力的汽车品牌，拥有数以亿计的粉

丝。全球各地尤其是还未正式上市的国家和

城市，大家都早已翘首以盼，期望一睹尊容。

把特斯拉称为汽车其实不准确，因为它是

电动车，但又不仅仅是一辆普通的电动汽车。那

特斯拉的魅力何在？ 我们用一组小数据先做一

次科普： 特斯拉是当今最具高科技含量的全电

动汽车、 百公里加速比绝大多数烧油的跑车还

快，只有4.8秒、全车没有一个按钮中控台就一块

超大的iPad、充一次电可以行驶500公里……

要做就做到极致和与众不同，这是华侨

城·东岸与特斯拉的相通理念，因此华侨城·

东岸特别在特斯拉西南首秀之际，将其引入

东岸与成都市民见面，此番合作被赋予太多

的意义。

5月8日-11日 到华侨城·东岸 零距离体验特斯拉

特斯拉几乎是一夜成名，但恐怕很少人知

道， 特斯拉其实是一家成立了11年之久的企

业，正可谓是“十年磨一剑”才铸就了今天的

成功。华侨城东岸同样如此，早在9年前来自深

圳的华侨城落户成都，如今，华侨城最为精华

的高端物业组团“东岸”终于亮相，作为成都

主城区范围内唯一在售的超低密度高端住区，

华侨城·东岸不仅是主城区城西北楼市的巅峰

之作，放眼整个大成都，也是城市资源型稀缺

豪宅的绝版。

打破传统，实现创新也是华侨城东岸的规

划设计理念。如今在市中心三环位置，恐怕没

有哪个开发商愿意在如此黄金的地段修建利

润较低、周期更长的低密产品，动辄35层超高

层住宅一定会实现带来更大的开发利润，但与

其他开发商的路线完全不同，面对成都市中心

的府河绝版地段，华侨城宁肯牺牲利润也要做

府河的保护性开发。在这一初衷之下，诞生了

主城区府河上游容积率仅为1.0的华侨城·东

岸，为这座城市珍藏了最后的环水低密居所。

先不考虑自身的利润率， 作为央企的华

侨城到来之初就把成都城市生态环境的提升

视为己任。对于府河的保护从3年前就已经悄

然开始，2010年至今华侨城已耗资近亿对府

河举行全面整治和升级， 不仅为东岸业主全

面提升居住品质， 对于成都母亲河和生态环

境而言华侨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华侨城和特斯拉 “十年磨一剑”

华侨城东岸位于成都主城区西三环

绝版位置， 独占府河上游3.3公里原湾河

岸，如此显赫地段还能拥有绝版的府河景

观资源，同时华侨城还在此特别打造了绝

版的超低密度住区———当所有的稀缺都

合于一身之后， 华侨城·东岸的稀世价值

已经不言而喻。

和特斯拉引起的全球疯狂一样， 近3

年华侨城东岸在成都高端楼市持续的火

爆同样令人称赞。据搜房网统计，华侨城·

东岸2011年热销380套，荣登成都主城区低

密物业销冠；2012年以8.1万平方米的成交

面积、12亿元成交金额， 再次荣登主城区

低密楼盘面积、金额双料销冠；2013年华侨

城东岸继续蝉联销冠，并成为最具影响力

的“中国城市年度别墅”。进入2014年，华

侨城·东岸携三大极致产品， 突破成都高

端居住极限。

东岸洋房是目前成都主城区范围内唯

一在售的4层森林洋房； 叠拼别墅更是赠送

近半亩的花园，在如今主城区地价飞涨的市

场下，仅仅赠送的花园就接近产品总价的一

半；联排别墅被3.3公里原生府河蜿蜒环绕，

实现了真正的临河而居。

毋庸置疑，华侨城东岸的稀缺和极致，

在成都市中心范围内已经无法超越。

华侨城·东岸 打造3.3公里最美府河河岸线

“为了一个家” 华侨城“造了一座城”

4月开始

华侨城·东岸好戏连台

未来汽车———特斯拉

华侨城·东岸实景拍摄

华侨城·东岸实景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