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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动静相宜

成就城市地理居住巅峰

不管哪一类的置业群体，区域都是他们在

购房选择过程中当仁不让的首要标准。因为这

与生活的便捷性和物业未来的增值空间密切

相关。就此而言，四海云庭的优势显而易见。

位于南三环一段的四海云庭， 处在东大

街与国际城南中间的核心区域， 项目周边拥

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出行网络。 由此出发，6分

钟可驱车国际城南核心，12分钟直抵春熙路，

15分钟便能畅达双流国际机场。 有人也许会

说，相较于其他更靠近城市中心的项目，四海

云庭并无优势可言，但无可否认的是，真正的

品质居住，应当是距离和环境的完美融合。

走进四海云庭， 就能真切体会到天高地阔

的视野带来的视觉震撼和心灵愉悦， 这种感

觉甚至超过了别墅给人的亲地感，置身其间，更

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豪迈。目之所及，了无遮挡，

背靠三圣花乡，呼应北面的十陵公园，门前2000

亩城市绿轴公园， 加上内部200亩社区公园，生

态资源丰富之极。 空气中随时都洋溢着自然的

气息。坐享便捷出行的同时，没有紧邻主干道、

高架桥的喧嚣和干扰，“离尘不离城” 在四海

云庭成为现实。虽然2000亩的城市绿肺并不是

四海云庭的私享，但与生态相融共生，却令其

成为主城区唯一享有此绝版资源的品质大宅。

除了不可多得的优越环境，从区域的成

长性来看，四海云庭的所属区域，无疑比相

邻的天府门廊以及天府大道沿线更具价值

潜力。如果以东大街和地铁2号线作为轴心，

四海云庭的所在区域，城市级别全面超越天

府门廊。不过两个地铁站的距离，天府门廊

均价在一万三， 四海云庭一套210平米舒适

大跃层， 在攀成钢板块只能买到150平米左

右的普通大平层。 稍加比较便不难判断，四

海云庭显然是这个城市最具潜力的优质资

产，自然受到“双生家庭”的集体青睐。

跃式五房

完美诠释“新三代同堂”居住模式

足够的面积和房间数量， 是 “双生家

庭”在换房时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实问题。

与三口之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一个家庭

如果有两个孩子，几乎只有两种选择：与父

母同住或者请专门的保姆照顾孩子。这样一

来，传统的三房或者四房就很难满足家庭结

构变化后对房间格局的需求。一项最新调查

中的结果显示， 接近半数的受访对象认为：

五房才是“双生家庭”理想的基础配置。因

为四房只能解决基础居住的问题，家庭的其

他功能需求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实现。

作为成都楼市产品领域的杰出代表，国

嘉地产早已对市场的发展需求做出了准确

预判，在“逸家系”产品中，打造出四海云庭

这一空中叠跃产品来满足城市精英人群的

诉求。据国嘉地产营销负责人介绍，四海云

庭的五房产品，是成都市场绝无仅有的纯空

中叠跃产品，在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家庭结

构变化的居住需求。从以往他们了解到情况

来看，很多客户在四房的大平层户型里居住

3至5年后，尤其是三代同堂居住，通常都会

感觉到相互间的干扰较大， 空间舒适感差。

国嘉率先推出这样的五房产品，是科学前瞻

后对市场需求精准化细分的产物。

“双生家庭”们高度认可四海云庭的原

因在于，中国人最习惯的居住方式于此得到

了完美的诠释。210～280平方米的尺度为三

代同堂居住准备了充分的预留空间。大尺度

的客厅，构成了一个院落中心，大阳台和各

种露台构筑了院落的花园想象，两代人或者

三代人，有每个人私人空间，大书房、大餐

厅、老人、孩子与我们，通过楼上楼下的空间

组织，既实现了住在一起的梦想，又实现了

相对的分区，为三代同堂居住构筑出“分而

不疏”的完美格局。

配套全面

浓缩一座城市的居住价值

作为一个理想居所，优越的位置和环境

显然不是全部，医疗、教育、商业等完善的配

套必不可少。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锦江

分院在三圣乡的兴建，对于四海云庭的业主

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据了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锦江分院约

20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8.4万平方米，包括急

诊、综合门诊、治疗性门诊、门诊手术部、日间病

房、手术复苏、重症监护、住院病房和医技检查

等科室。 在健康越来越受人们重视的当下，住

在四海云庭便能坐享全国顶尖医疗资源，这种

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不少业内人士都表示，医

疗配套是衡量一个社区成熟与否的标志，也

是衡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 更是衡

量一个楼盘升值前景的重要参考指数。

如果说顶尖医疗资源已经为四海云庭增

色不少。那么，优享成都最牛的教育资源，则

为四海云庭的生活配套体系锦上添花。如今，

精英们为了寻找最有教养的伙伴和邻居，最

有文脉底蕴的社区文化， 最优等的教育资源

而煞费苦心，在此情况下，特别是与名校共生

的高端华宅更弥显珍贵。 四海云庭还把从幼

儿园到高中的好学校全都“搬”到周围。

据不完全统计，从四海云庭出发车程6分

钟内，有25所幼儿园、10所小学、6所中学，如此

丰富的全程优质教育资源，为孩子成才的每一

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中不乏成都一流的优

质教育资源。例如像树德这样在成都数一数二

的重点名校，是无数家长不惜代价挤破头也想

让孩子就读的，而树德外国语学校就与四海云

庭毗邻而居， 坐落在旁边2000亩森林公园里。

不仅如此，从四海云庭步行，成都三大名牌小

学之一的盐道街小学和伊顿幼儿园就在家门

口。加上即将在四海云庭旁边落户的家乐福以

及邻近的万达广场锦华店、伊藤洋华堂，丰富

的商业资源为四海云庭成为完美城市居所的

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有环境、有品质、有生

活，居住需要考究的种种因素一样都不差，四

海云庭能够经得起“双生家庭”的百般挑剔，

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峥）

咨询热线：

028-80311333

绝版资源诠释高端大户新标准

四海云庭：“双生家庭”换房首选

随着四川省单独两孩政策付诸实施，

不少渴望“儿女双全”的家庭纷纷将“添

丁加口”提上了议事日程。家庭结构变化

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对居住条件提出了

更高要求，换房成为达成这一结果的必备

条件。近段时间的成都楼市，到处都活跃

着“双生家庭”的身影。

只要是为了孩子，父母对于事物的选

择标准总是近乎于严苛， 丝毫也不肯放

松，至于居住这件事关孩子未来成长生活

的大事，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位置好的

没环境，有环境的缺生活，两者都有的配

套又稍显不足……面对“双生家庭”的各

种严格要求， 地处南三环的四海云庭，凭

借无可复制的面面俱到，让精明的父母们

无可挑剔，成为当下众多“双生家庭”竞

相关注且推崇的头号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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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云庭夜景效果图

四海云庭会所

招聘
●招聘中医,会把脉18080043228
●对开海德堡机长助手87632050
●招话务咨询（有医药销售和电
购经验优先）电话：86067707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检修移加氟8662994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装饰设计
●写字楼装修设计13699050636装饰装修
●餐厅、铺面装修13880358023
●豪阁装饰装修02883188251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539994疏管抽掏粪87588463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专业疏管汽车抽掏疏87544168防水·堵漏
●专防水不漏付款13094444526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专屋厕堵漏水电粉刷87383928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二手货交换

●收所有二手废旧13540494440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办公一切二手18080455999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汽车转让
●优转公司车数辆13666198747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启事
●四川外滩商务有限公司由于业
务发展需要，拟更换股东。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锦江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办公室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
书（税务收现专用）》票证一本，
共计25份。税票号码：(131)
川地现 （01470526-01470550）
此票段号声明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鑫浪奇仕鞋屋国
税(川国税字510106820311624号)
及地税 (川地税蓉字5101068203
11624000)登记证正本遗失作废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遗失机打
发票一张，发票号码：01821500声
明作废
●成都迅利商贸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06242948
-6，登记号：组代管510108-068
931-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张渝蓉位于金牛区蓉北商贸大
道一段21号8幢1、2楼14号，国土证
号为：金国用（2004）字第更9953
号，国土证遗失。
●成都林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川 税 字
510113054915679号）遗失作废
●本人购买大溪谷2.1期别墅83栋
的收据遗失，收据号为：1024326。
特此登报声明！
●刘黎导游员资格证书，证号：
DZG2000SC11134遗失作废身份证遗失
●茹阿丽610522197201220028
●李怡江身份证51080219950403
4130于2014年5月19日遗失作废汽车报失
●鄂DAV519的白色现代瑞纳
bh7141ay型三厢轿车，车架号
LBERCADB6CX285778发动机
号CB482689于2014年2月24日在
新都学府苑小区门口被盗房屋租售
●急售航空港3层独栋精装商业楼
2530平★★13032828088

园林出售土地转让
●售北新干线土地13668296893写字间租赁

●金牛万达5A甲级写字楼1650平
招租可分租13006676099★★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营业房
●庆玲楼一号桥千余平86927793
●售人南三段旺铺17平85222379

●低售十陵商办房13908193839酒楼·茶楼转让
●西昌精品酒店转13699099092

●西新装茶楼优转13908275461
●茶楼出租或转让13881826087
●二环路茶楼转让15828271023
●外双楠1100中餐18980809975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精装盈利酒楼3000平含茶楼房
租低可改酒店办公13688065846
●黄金口岸120平羊西线欧尚旁
寻求合作15828295568许先生餐馆转让
●优转中和400平精装餐馆适火
锅，民用水电气3通18190686279
●转中和快餐298平13558859003
●净居寺大旺餐转13981958948
●抚琴旁200带气15308213712
●急转182新北15万18280093882
●低转南70平旺餐13541302858
●转大丰中餐370平13072868896
●769平火锅50万转13980647563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武侯300餐带后院13880028508
●芳草57平旺餐转13550001092
●低转500平火锅15982222778
●西门交大旺餐18109041352
●交大餐饮640急转13908075884
●转商场盈利餐饮13908080288
●东门两百平餐转18908192103
●低转市中心火锅18302827058店铺
●售大石西路旺铺15908181661

●转210平精装旺铺13881855962

●中和120平铺出租13700667052

●商铺出租无转：13981836956

●武侯电玩转让18382494233
●城北一环旺铺转13688039611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平
出租可分割设施齐15882044508
●温江标准大小厂房出租1千-1
万平价格优可分割13668210912
●租售温江独院厂房82683320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新都工业区3324平米标准厂房
出租刘先生13881810959
●仁寿视高工业园厂房租售1.5
万平，带5T行吊18583830557★

●航空港鞋城厂租18682698997

●厂房库房出租13458516833

●9000㎡厂房出租18280406718
●新都大丰13.9亩(原木工板加工)
厂房出租带设备13678011029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寻货源，包销售15680007098

●金沙会所转让18628316277王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982123820
●丽都路优口岸招18086852427
●青城地售或合作13348950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