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据了解，未来五年天府新区核

心区将集中建设 “一城 、一区 、一带 ”，即创新科技

城、秦皇寺中央商务区、锦江生态带，努力实现“一

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五年见成效”的发展目标。

这些规划在推进的过程中， 将会对区域形成哪些

影响？

蒋华东：

按照这个规划，发展的区域高度集中，

政策、资金、土地等优势资源势必向核心区流动。说

简单一点，核心区的土地势必升值，这里的交通、基

础设施、商业配套等也会加快发展。值得一提的是，

规划里提出了建设创新科技城，重点发展科技研发、

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创意设计和高技术制造等高科

技产业，这势必会增加区域内的产业人口，而且是高

端产业人口。

丁荣强：

新规划明确了天府新区核心区的发

展重点和呈现时间。这些利好必然会提升该区域

的热度以及在售项目的整体关注度。 建发·浅水

湾就位于天府新区核心区。就拿我们项目的最近

销售情况来讲，2013年以来， 项目周到访一般为

20组左右，但是最近两周，来访量大幅度上升，上

周总来访更是超过了300组，成交量也节节攀升，

近两周的成交套数就已经超过了以往一个月的

成交套数。

项目销售的火爆， 也体现了客户对于天府新区

核心区规划利好的关注和认同。对于已经购买建发·

浅水湾的业主，规划的出台意味着物业即将升值，而

对于将要购买浅水湾项目的客户而言， 现在是一个

入手城南稀缺独栋别墅产品， 赢得物业升值的绝佳

投资机会。

谭朝：

天府新区的规划思路中体现了与以往城

市规划的不同———更生态、更宜居、更现代。其中更

生态的理念落实到了 “300-500米见绿，1000米见

水”这种很具体的规划指标上，这无疑是对麓湖一

直坚持的生态理念的提升， 生态的魅力不仅仅提升

了项目的品质， 对于购房者也再次提升了在新区置

业的兴趣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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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分析，华宇在成都6年，一直保持

低调的风格，此次却一反常态借助“截和事件”一

炮而红，成为近段时期成都楼市最受关注的企业，

其中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截和事件”后，华宇

旗下的华宇静苑、华宇天府华城两个项目迅速达到

热销态势，仅一周时间就已成交6000多万元。而华

宇下半年还将推出3个新项目， 不排除此轮营销是

为新项目“打前战”。据透露，华宇下半年将推出两

个大型综合体和一个住宅项目，值得业界关注。

事件回放：

截和“医生” 华宇抢尽风头

4月12日，演唱会当天，华宇在微博、微信上发

出公告，声称华宇地产精心准备了数十辆大巴，从

五个主要方向接歌迷前往成都体育中心。

从当天下午开始， 华宇组织的数十辆大巴车

分五条线路从成渝立交、天府立交、苏坡立交、金

牛立交和川陕立交出发，沿途停靠8站，接送前往

成体观看陈奕迅演唱会的歌迷。 大部分大巴最终

抵达成体时，都呈满员状态。演唱会结束后，这些

大巴还在体育场接送返程歌迷。此外，华宇还准备

了2万个礼包用于回馈80、90后歌迷。

由于准备充分，华宇在演唱会上出尽风头，近4

万“医生歌迷”记住了“华宇地产”这个名字。

醉翁之意

短短一周 两项目成交过6000万

“截和事件”后的第三天，华宇迅速整合旗下

静苑和天府花城两个项目， 推出面向80、90后购房

者以及“医生歌迷”的特殊优惠政策。据透露，自4

月12日“截和”事件以后，华宇两个项目每天的客

户到访量迅速从30余组增加到200余组， 短短一周

时间，两个项目已成交6000多万元。

华宇进驻成都6年，在成都已开发10余个项目，

但多年来一直刻意保持低调。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根本没想到这次事件的策划是出自华宇，此次营销

手法与该企业在成都6年来的打法形成巨大反差。

“如今的购房者已有了自己的判断，传统的

营销已很难触动他们。”某代理公司负责人认为，

反观华宇此次“截和事件”的营销模式，实际并没

有花去多少费用，通过“借东风”打“感情牌”，从

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切入购房者的心理。

该人士认为， 华宇的这种变化可以被称为从

粗放式营销到精准化营销的转变，对于开发企业来

说，更能准确地找到目标客户，增强营销效果。华宇

静苑和华宇天府花城的目标客户群是以首次置业

为主的80后年轻群体，通过“截和”引起这部分群

体对企业品牌的关注， 之后迅速推出项目优惠，对

于购房者来说，在匹配到合适房源的同时，还能享

受购房优惠，这其实对购房者和开发商是双赢。

2014�两大城市综合体项目亮相

成都华宇值得关注

有业内人士分析，经过此轮营销事件，华宇一

方面在品牌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曝光率，同时

取得了项目热销的双赢局面，在接下来华宇应该还

会有所动作，为下半年新项目的推出积累人气。

此前， 华宇四川公司营销管理部负责人白雪

飞就表示，2014年成都主打项目华宇广场、华宇北

城中央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呈现， 两大综合体项

目将在成都热点区域“巨擘浮出”。

据透露，华宇广场位于天府门廊板块的首站，是

超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定位为城市会客厅、东门的

“一品天下”、成都新一代夜文化流行地标。位于龙

潭的华宇北城中央将打造成支撑总部经济城的国际

化购物、办公、金融生活服务的区域性中心。该项目

规划有五星级酒店、甲级写字楼、区域加强型商业中

心、 餐饮娱乐休闲等新潮生活配套业态，80%以上的

物业形态是非住宅，将为龙潭片区配套提档升级。

据介绍，成功运营重庆华宇广场的“华宇商业

会馆”，将借成都项目载体移植入蓉，对两个综合

体项目进行全程商业运营， 华宇地产也将通过该

项目展现华宇的商业运营能力。 华宇商业会馆是

“华宇制造” 的商业运营管理体系， 其一系列成

熟、精准、全面的操盘运营手法将得到释放，确保

成都的两个商业项目稳步推进。

责任华宇上演营销大戏

“截和事件”实现品牌、销售双赢

问：华宇直到演唱会的前一天才

在网络上对接送歌迷的消息进行宣

传，前期一直没有任何风声，是什么时

候有了做这件事的想法？初衷是什么？

白雪飞：

今年初我们得知“医生”

成都个唱后,就考虑为客群做些事情。

华宇地产的客群基本上是80、90后，个

唱一两小时内可以聚集数万80、90后，

可以说是最为精准的客群聚会。我们

了解他们的需求、想法，并站在他们的

角度思考问题，必然能引起共鸣并得

以广泛传播。

问：就现在的结果看，此轮营销很

成功，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用接送歌迷的

方式？

白雪飞：

开发企业要赚取利润，但

也应该回馈购房者。我们都有看演唱

会的经验，开车堵，找不到停车位，打

车往返更是困难，甚至看完演唱会步

行半小时一小时再拦到出租车也是可

能的。解决客群的交通问题不失为一

件客群愿意接受的事情，同时在相关

物料中植入华宇的项目信息，给歌迷

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这种方式，能有

效把华宇的信息告知目标客群，同时

也让他们看到，开发商愿意为自己的

客群去做一些事情。

我们在销售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

80、90后， 他们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努

力、拼搏，他们一样有责任、坚持和理

想，华宇了解他们，所以会在大巴车上

打出“致敬80、90”的文字。

问：从构思到具体执行用了多久？

白雪飞：

从1月份开始有了构思，但

如何围绕这个事情做推广，落地转化到

销售等细案都在逐一落实，其间也与歌

迷群体有深入沟通， 确保能提供到帮

助，所有筹备工作完成，直到演唱会前

一天才通过网络发布相关信息。

问：华宇自己对这次营销手法和

传播手段如何看？

白雪飞：

从酝酿到执行此次活动，

我们考虑得更多的只是如何把事情做

得更细，更能满足客群需求。所谓营销

手法，不过是站在客户角度思考问题，

至于传播手段更多是媒体自发的对新

闻的采集和客观评价。捕捉新闻的传

统媒体的报道， 让传播覆盖面更为广

泛。其后，我们推出“喊出医生名字即

享购房优惠”的系列广告，案场签约

时，置业顾问也会要求客户说出“医

生”名字和一首歌名，特别好玩的是

有的客户是哼着歌签合同的， 这种体

验他们大概会去告诉周围的人， 这就

是事件的再次传播。

现在是“大媒体思路”，人人即媒

体。比如这次演唱会上的近4万人就是大

媒体中的有效组成部分，他们会去传播，

从华宇两个项目的案场到访以及来电已

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近两周，项目来电

和来访的数量是以往几周的几倍。如果

说这次事件在品牌推广和销售转化上达

到了我们的目的，那应该得益于事件本

身具有新闻性。近年来随着媒体格局的

变化，媒体开始碎片化，这更需要对媒体

价值的深入思考。此次活动能取得较好

的反响，是同一新闻多次传播的结果。

问： 您刚才说到新市场格局下需

要重新使用传统媒体，能具体说说吗？

白雪飞：

对媒体平台的充分应用

和对推广渠道的充分认识， 两者结合

在一起才是完整的， 但我们现在多数

情况下还采取保守的模式， 往往投入

了太多硬性广告， 却忽略了新闻价值

本身。 读者愿意花时间去关注和了解

这些新闻， 这些读者中就有我们的目

标客群， 这也是华宇从今年开始在推

广方面思维路径的变化。

问： 此次营销活动引发的关注和

议论很多，能说说具体花费吗？

白雪飞：

这次其实并没有花多少

钱。对于做地产营销的人来说，我们大

体上都明白日常活动中有不少钱是白

花掉的，但我们确实很难去找出浪费在

哪个环节上，这也是广告学中一个最著

名的论断。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精

准一些，把更多的费用花在看得见的客

群身上，维系、服务、关怀客群，往往效

果会更显著一些。

问： 此次营销活动在业界也有不

同说法？

白雪飞：

华宇从来没有正面回应

过那些“不同说法”，我们尽力干好卖

房子的本职工作。

“截和事件”始作俑者首度发声

华宇始终站在客群角度做营销

“截和事件”后，网络评论褒贬不一，有人称赞华宇用低

成本成了大赢家， 但也有人指责华宇在该事件中不够 “仗

义”，网络上争议不断，但华宇却一直保持沉默。上周五，此

事件的“始作俑者”华宇四川区域公司营销管理部负责人白

雪飞，首度深度剖析了事件始末。

近一周以来，有关华宇“截和”“医生”陈奕迅演唱会的消息在网上被

不断热炒，很多业内人士表示，华宇借助此轮营销成功获取了潜在客户的关

注。而华宇又马上顺势推出静苑和天府华城两个项目的优惠措施，成功“俘

获”了大批80后、90后的购房者，虽然网络对此事件的评论褒贬不一，但就

目前呈现的结果看，华宇已成为该事件中最大的获利者。

华宇静苑效果图

华宇接送歌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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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天府新区核心区最新规划引热议

楼市利好 销量看好

5月1日举行的春交会在

2号馆设置了天府新区展示

区， 首次集中展示天府新区

楼盘项目， 天府新区核心区

“一城、一区、一带”的最新

规划也将亮相房交会， 会让

市民了解到国际化天府新区

更多的最新发展信息。

天府新区核心区的新规

划到底会带来哪些利好？未

来这里会形成怎样的房地产

格局？ 在产品形态上会和现

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跟其他

区域相比， 这里的优势和不

足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

们邀请到了四川省社科院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知名房产专家蒋华东， 资深

业内人士正合地产市场总监

傅进春以及区域内的开发商

代表，一起来探讨。

时间节点明确

利好区域楼盘

生态和高端为主

物业升值是必然

影响

前景

供应量多竞争大

市场会出现分化

挑战

谭朝

蒋华东

建发·浅水湾销售现场

冯小霞

三利·麓山城销售现场

丁荣强

成都商报记者： 天府新区如今已开始实现从

规划图纸上变现的过程。您觉得这个过程大概要多

久？在规划实现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傅进春：

我注意到，今年成都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布局上，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仍然是重

点。因为这个区域供应量巨大，所以尽管有具体规

划的出台，房价还是不会应声而涨。从长线来看，

区域内房地产开发商整体水平是比较高的， 区域

内的产品也肯定会升值。但因为供应量大，竞争也

会很激烈，未来市场会出现分化，好产品和差产品

的价格会拉开。

谭朝：

新规划的出现对于麓湖的生态城市规

划设计给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项目会在关注人与

自然、人与建筑、人与生活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

自己的研发水平。同时通过新区的宣传，客户对于

新区置业的要求也有所提高， 迫使企业对于客户

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天府新区核心区与大源、金融

城等地方相比，其在市政配套、人气聚集、商业网

点等方面还需完善。

冯小霞：

新规划“一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五

年见成效”的发展目标和时间节点的明确，让我们

对市场更有信心。但在规划的实现过程中，我们还

是感觉到了压力。 天府新区核心区是一个全新的

区域，但聚集了最时尚、最前沿、最一流的团队参

与建设， 无形中也要求自身的产品保持一定的竞

争力和有一定的特色， 才能有足够的实力来分享

政策红利，需要开发商拿出拳头产品。目前，这个

区域还处于价值洼地的状态， 销售价格与其他区

域的价值还没有拉开，优势和价值还没有爆发，交

通和城市配套还不完善。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成都商报记者：根据规划，天府新区核心区的

建设

5

年就要见成效。预计规划呈现后，区域未来

的前景会怎样？跟其他区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蒋华东：

规划中的有很多生态的内容，有规划

面积8平方公里的锦江生态带， 有面积4平方公里

的兴隆湖水域和鹿溪河生态湿地。可以预见，这个

区域与生态联系很紧密， 是一个适合人居的绿色

生态住区，规划实现后，区域内的居住品质还将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此外，这个区域的产业以创新科

技为主，大力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估计未来会有

很多高端住区出现。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该区域的

高端住区也很集中，而且开发商开发的品质很高。

丁荣强：

新规的呈现必将带来区域交通和配

套的成熟，将直接带来项目的升值。这样的案例已

经在过去10年中得到了市场的印证，比如：现在成

都比较成熟的桐梓林紫荆别墅组团、 东湖别墅组

团和麓山别墅板块， 最初销售时因配套尚未完全

成熟等原因，售价都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区

域交通和配套不断成熟之后， 上述区域的别墅产

品价格都翻了好几番。2004年，麓山国际最早的小

别墅产品也就200-300万元/栋， 但是现在已经涨

到了600-800万元/栋。 建发·浅水湾的独栋也比

2012年时的价格上涨了不少， 目前我们在售的独

栋建面单价仅1.25万元/平方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