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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科华南路将贯通，“三纵三横”主干道基本形成。 地铁

一号线南延线预计 2015年开通运营，交通配套疾速完善，极速飙升

中德·英伦联邦利好。另有天府大道、多条公交路线，共筑中德·英伦

联邦“五纵五横”交通体系，尽享快捷生活。中德还有从幼儿园到小

学中学的全程英式名校教育体系，小孩读书这个大问题轻松解决。

一连串的利好， 早已让购房者没有理由拒绝中德的任何产

品，买中德房即能赚钱已成购房者共识。 全新入市的三期产品，多

阳台设计，揽景入室，浪漫阔景，围合式布局，直面中庭景观，阔尺

空间设计，更趋舒适度与人性化，约 85 平米两房变三房、116 平米

奢尺三房、149平米阔居四房，终极置业，一步到位。

昨日笔者获悉，中德英伦联邦三期价格已确定，优惠后建面单价

6300元 /平米起。 姜川说，低于市场平均价是为了给更多青

年才俊实实在在的关爱。 业界人士表示，成都楼市的刚需热

度将在中德·英伦联邦达到顶点。因为，中德置业提供的是在

同样总价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而在同样的产品线中，

中德·英伦联邦三期提供的是豪宅配置和大盘配套。

无论是从投资还是自住，中德·英伦联邦都足以撬动

市场需求。 4 年积淀， 中德营造的生活体系现已全面成

熟，在这个体系下，万名邦客已经享受到城市红利，更多邦客正在

涌入这个青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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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柏喜）

从 2008 年进入成都到现在，中德干了 3 件大事：造好房、大关

爱、勤支持。 其中，爱与支持是中德最重要的事。

2008 年，中德在成都播下“关爱有家”的金种子，如今，它已长

成。 过去五年，中德一直虔诚地践行着最初的诺言，每出新品，必有让

全城为之疯狂的大关爱。 从跨阶豪宅亮相成都到苹果跃层、 英伦城

邦，每一次都以实在的价格、超高的优惠及丰富的大奖，为青年才俊

创造最优厚的置业红利。 这五年，中德英伦联邦，在中德世纪置业的

持续建设和投入下，已成为年轻人热爱的家园，这里，不仅有高识别

性的建筑符号，还有全城热议的青年精神。

2014，中德新品，全新三期风云入市，将带给青年才俊什么样的

惊喜呢？

中德的市场观是这样的： 青年才俊没有住

房消费经验， 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产

品，开发商需要做的是足够好的产品。 而对“好

产品”的理解，每个企业都不一样。其中，中德对

“好产品”的表达方式是：价格温和、品质高、持

续关爱、全系配套。 恰恰，这种思路同时击中了

年轻人的“要害”：支付能力、品质追求、便捷生

活。 所以，中德在成都市场一路狂飙。 业界人士

认为， 中德的成功秘笈在于读懂了青年的置业

需求。

这种市场观， 让中德一次又一次坐上销冠

位置。 如今，提起中德·英伦联邦，业内的第一反

应都是 “成都销冠”、“5 连半年冠”、“开盘即

疯抢”……一次又一次“销冠”的背后，是亘古

不变的中德关爱！ 事实上，中德英伦系列自亮相

成都以来， 一直用实际行动不断带给购房者让

利，践行着中德最初的“价值关爱”。

2011 年 5 月 29 日， 中德·英伦联邦一期一

批次震撼上市，超高性价比，带给青年才俊最实

在的置业红利；2012年， 中德·英伦联邦Ⅱ八大

核心价值全系升级，品质关爱再登高峰；2012 年

10月 14日，中德首个商业项目———苹果跃层盛

大开盘，超高品质，实得均价仅 3600 元 /㎡，还

有总价值约 300 万创富基金， 利益关爱实实在

在，超高升值空间，半年竟升值近 20%。 2013 年

5月 26日，中德英伦城邦一批次开盘，以低于市

场均价的价格入市， 更有总价值 500 万的创富

大奖，宝马奔驰、真金实银现场兑现，献给青年

才俊最大的产品价值与升值空间，中德置业“价

值关爱”深入人心。最终，在三千余人“抢”房盛

况中，现场销售房源 692 套，成交 5 亿元，再度

掀起城南新高潮。

四年深耕，收获 10000 名业主与无数粉丝，

中德改变了成都青年的置业方向。 更重要的是，

中德培育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市场认知：买中德，

信得过。

2010年 12 月 21 日，中德置业媒体见面会上，中德置业总经理

汪斌向业内表达了一个让人惊诧的观点：中德将是成都乃至全国楼

市第一个为年青人而打造跨阶豪宅的开发商。 当时，这一观点被视

为中德的炒作说辞。 然而，2011年 8月，当中德·英伦联邦的实体样

板区呈现在成都人面前时，无论是媒体还是购房者，都在惊叹其对

建筑用材、对公共部分装修、对品质细节的苛求。

有人质疑样板区不能看出整个小区的品质，最终是否能够完美

落地有待商榷。 然而，时过两年，2013年 6月 30日，中德·英伦联邦

一批次预交房，满意度高达 98%，而经过 3 个月的整改，中德交出了

100%满意的答卷。

品质落地， 中德以兑现承诺的实景品质， 再一次让成都惊

叹：GRC 类石材、六色劈开砖、五色通体砖；断桥铝合金、中空浅

镀膜玻璃、第三代防火防盗门、价值约 5000 元的指纹锁；日立电

梯、 首层全架空泛会所、 双重入户大堂、 公共部分星级装修标

准、过道面砖铺贴……样板区的品质，在正式交房的区域里不折

不扣呈现出来，充分展现出中德制造的品牌魅力，当初中德的承

诺已经全部兑现。

“从图纸上的期房到实景的全方位呈现，中德经受住了考验。”

四川中德置业营销总监姜川表示，每一位业主都是尊贵的，这种尊

贵来自如何为业主量身定制解决问题，来自为业主兑现每一个哪怕

是细节的承诺，来自随时为业主做好每一个细节动作，来自住中德

的房子将成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今，中德英伦联邦已成为国

际城南区域标杆，跨阶华宅是标配。更重要的是，中德英伦联邦形成

了独立的居住主张及生活意见。

成都商报联合成都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发布的《成都中产收入

家庭不动产增值报告》中，中德置业是“最特殊”的一个样本。 2年

半时间， 中德价值上涨近 50%； 青年才俊将它视为首选置业对象

……

2011 年 5 月 29 日，中德·英伦联邦首次开盘，数据显示，当时

销售均价约 7000 元 / 平米， 算上不计产权面积实得均价约 5000

元 /平米。 2013年 6月 30日，中德·英伦联邦一期一批次交房，由

此进入二手房市场。 据伊诚地产数据显示，目前，一期房源 A 户型

约 83 平米（实得约 119 平米），开盘时总价约 56 万元，现售价约

85 万元；F 户型约 89 平米（实得约 131 平米），开盘价约 65 万元，

现售价约 92 万元；G 户型约 87 平米（实得约 125 平米），开盘价

约 62万元，现售价约 90万元。

分析发现， 中德·英伦联邦两年半时间涨幅 41.5%～51.7%，年

平均增值超过 20%。 显然，在刚需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中

德·英伦联邦划出了一条独特的价值增长曲线：卖得快，涨得更快。

事实上，中德的价格上涨势头还将延续。

“两横四纵”高速路连接系统、“三横七纵”快速连接系统，构

筑国际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中德·英伦联邦位居天府新城最中

心，扼守天府新区动力核心，坐享千亿产业红利，全新三期，跨阶豪

宅收官钜献，抢滩天府新区原始股最后机会，错过不再。

截至 2013年 12月，超 200亿资本汇聚新川创新科技园。 2014

年 2 月 28 日，总投资 67 亿元首批 5 大项目入驻新川创新科技园，

全球资源和资金加速向此流动，约 15万高知人才汇聚于此，200 亿

红利疾速兑现。

中德让成都青年才俊爱上成都

“爱”与“支持”

你怎么对客户 客户怎么对你

中德斩获成都楼市 5 连半年冠

说到做到

中德兑现跨阶华宅真品质

2年半，中德增值近 50%

200 亿新川红利 再创物业价值新高

三期价格公布，建面单价最低 6300元 /㎡

价格实在才是关爱

中德·英伦联邦小区入户大堂实景拍摄

中德·英伦联邦实景

中德·英伦联邦外景

中德·英伦联邦实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