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旅游度假地产

你钟情哪种

38

房

产

责编 骆

燏

美编 袁治华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4年5月29日

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如果不考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在川内选择， 成都人肯定更愿意去九寨

沟、峨眉山这样的大型景区周边度假。但

考虑到时间和经济成本之后， 在成都市

区周边100公里内度假就成为绝大多数

的主要选择。

度假特点

短期度假为主，让人多停留几天

成都周边的几个度假目的地主要

以短期度假为主， 对于成都市民而言，

花两天就可以在这些区域享受愉快的

度假时光。不过，对于开发商来说，吸引

市民短期度假不是目标。为了配合这些

度假需求，花水湾和石象湖也在依托项

目庞大的规模和体量，不断充实各种旅

游度假资源，温泉、酒店、休闲娱乐设备

逐一落实。

从石象湖亮相之初， 保利就提出

“冬季亚龙湾，夏季石象湖”的口号，很

明显， 保利希望未来的度假人群在石象

湖能够居住更长时间。 保利石象湖的项

目负责人说，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说，

男主人、女主人、小孩以及老人的需求有

不同的差异， 保利在项目运作时都会考

虑。其最终目标，是要让客人在这里“住

满五天”。

房产开发

千亩超级大盘 热闹与安静共享

花水湾、石象湖、大溪谷在成都市已

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从资源基础来看，

这几个项目可谓是“三分长相，七分打

扮”。花水湾位于西岭雪山脚下，主要的

度假资源为温泉， 而石象湖景区则主要

依靠原生植被和水域。

在后天打造上，中铁二局在花水湾

引入了名人酒店，并打造了多个经济型

的温泉酒店， 此外还有相应的商业配

套。中铁二局项目负责人说，花水湾是

目前距成都主城区最近的温泉，开车一

个半小时就能到，每年冬天，到这里来

泡温泉的人络绎不绝， 名人酒店长期

“一房难求”。

而保利不但为石象湖引入了酒店、

商业、餐饮、休闲等业态，还整合了百合

花节等大型节会活动。 对于旅游人群需

要的 “热闹” 和度假人群需要的 “安

静”， 石象湖通过科学的功能分区规划

来实现。 而花样年大溪谷所拥有的资源

就是蒲江县境内的长秋山， 依托山地环

境引入休闲、养生等相关的资源。同时以

各种运动项目及良好的自然资源吸引度

假人群。

从区域环境来讲，除了大溪谷，石象

湖和花水湾距离县城都比较远， 项目体

量大，花水湾、石象湖、大溪谷都几乎是

区域内唯一的项目，周边没有同类产品，

而且项目本身都是占地数千亩的超级大

盘，项目的排他性较强。

产品特点

从公寓到独栋 追求功能丰富性

从对外销售的产品来看， 石象湖以

小面积带精装的独栋别墅为主，最小120

平米，最大不超过200平米，保利地产项

目负责人说， 这个产品定位保利思考了

很久，进行过几轮调整，作为保利在成都

最早拿下的项目， 保利用了五年时间才

开盘销售。

而花水湾的销售物业形态更丰富，

独栋、联排、公寓应有尽有，从项目的完

整案名“中国花水湾温泉小镇”就可以

看出，中铁二局在打造这个项目时，基本

是以城市运营的思路在做度假地产，王

山别墅、王山峰景、欧香美域等不同案名

的背后是不同的产品类型， 物业形态丰

富，功能齐全也是整个项目打造的目标。

价格空间

单价上万精装为主 总价跨度大

无论花水湾还是石象湖， 如果仅仅

从在售项目的单价来看普遍较高， 每平

米上万是家常便饭。究其原因，一来度假

物业以低密产品为主，单价本来就高，二

来为了满足未来业主使用的便捷性，基

本采用精装出售。

但是从总价上来看， 由于物业类型

跨度大， 既有40平米的酒店式公寓也有

四五百平米的大独栋别墅， 因此总价区

间跨度非常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同样是旅游胜地，青城山和峨眉山都是近年来成

都资源型度假物业供应的重点。两者的度假物业到底

有何不同，除了望山，还能为生活提供些什么，对比青

城山和峨眉山的部分度假物业，答案就在其中。

度假特点

青城避暑为主 峨眉主打四季度假

青城山位于都江堰西南，距成都市区68公里，处

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西南10公里处， 青城山群峰环绕

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作

为成都度假房的发源地， 青城山占据了成都度假物

业供应的重要份额，现有客户主要以夏季避暑为主。

峨眉山位于乐山境内，度假物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同样依托天下名山峨眉山的风景资源，相比于青城山，

峨眉山的项目数量较少， 但近两年峨眉山主打的四季

度假，让很多人冬季也愿意去往峨眉山度假泡温泉。

房产开发

青城房价超峨眉1倍 成都人成主力

青城山和峨眉山都是以度假型物业为供应主力。

因为拥有世界双遗资源，夏季相对凉爽，与城市合

适的距离，过去10年，青城山堪称中国资源型度假物业

开发典范，也正因如此，一度进入“靠山吃山”的瓶颈。

相比青城山，峨眉山的度假项目规模更大，规划

更超前。比如，蓝光位于峨眉山脚的峨秀湖国际度假

区，以8平方公里大体量规划、丰富健全的旅游产业链

条，正一步步搭建起独属峨眉休闲度假产业的品牌。

名山资源是青城山和峨眉山两个板块度假物业

的最大卖点，其销售也是暗藏竞争。相对青城山，峨眉

山度假物业正处在起步期， 客源以本地和成都为主，

销售价格也相对较低，均价在5000元/平米左右。

而据都江堰市房管局数据，2013年青城山板块

商品房均价12330元/平方米，涵盖公寓、住宅、别墅

等多种形态， 主要以成都市民和川内二级城市购房

者为主。无论青城还是峨眉，成都人都是消费主力。

产品特点

转型中产 发掘资源之外的卖点

为了丰富度假物业的内涵，现在青城山和峨眉山

内的度假地产也开始挖掘名山资源以外的卖点。进入

2014年，青城山度假物业全面向中产转型，在原有别

墅之外，青城山将供应更多面积小、总价低的度假公

寓，服务也成为其主打牌。如蓝光·青城河谷国际度假

区，不仅让商业先于住宅呈现，还将会引入蓝卡医疗，

打造青城山首个健康住区。此外，明宇豪雅青城项目

也将推出成都首个服务式别墅，业主将能享受五星级

酒店系列服务，包括日常清洁、送餐等。

“青城山是成都人避暑胜地，峨眉山在距离上并

不占优势，但它不仅夏季气温低，冬季还可赏雪景，几

乎可实现四季度假。”有业内人士提出，目前峨眉山

等区域的很多度假物业都配置温泉，像七里坪国际度

假区，配置5000平方米温泉会所，其五星级特色客房

全部采用温泉地热采暖，部分户型还引温泉入户。

升值潜力

度假物业增值速度不比市区房

“自然资源是不可复制的，所以现在看来青城

山和峨眉山度假物业伴随着区域市场的成熟， 都还

有一定增值空间， 因为中国人的度假需求是在增长

的。”有业内人士认为，只要产品、定价、服务都能跟

上，物业增值并非遥不可及。但同时，因为不是刚性

需求，所以增值速度肯定赶不上市区普通住宅项目，

如果单纯期望投资获得高额回报， 在当前的市场格

局下难度较大。

成都商报记者 余鸽

不少人喜欢在夏天，住在青城山、都江堰，而在

冬季，则追随阳光，选择在省外的三亚、云南，而省

内，则最爱西昌和攀枝花。攀枝花和西昌，就是省内

阳光之旅的候鸟之城。

度假特点

年温差小 冬暖夏凉的度假胜地

攀枝花常年气温20℃左右，冬暖夏凉，冬季这里

的平均气温比四季如春的昆明还要高出4～5℃，冬

暖程度在全国位列第三，加上充足的日晒，尤其得到

喜欢阳光的老人的喜爱。攀枝花也因此被誉为“康

养天堂”和“冬训天堂”。

西昌的山水阳光和独特风情， 吸引了越来越多人

到此度假或是旅居。这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阳光和

蓝天。西昌是一座春城，每年酷暑和寒冷时间较短，年

温差小，日温差较大，常年平均气温摄氏17.2℃。日照充

足，晴天多，雨量充沛，旅游资源多样，有壮丽奇特秀美

如画的山川风景，有浓郁淳朴的民族风情，有温暖宜人

的气候，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度假胜地。

房产开发

刚需主导的城市 旅游地产刚起步

据攀枝花市房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攀

枝花市的房价总体不高，均价约每平米4200元左右。

主要以商品房为主，有少量的旅游度假地产项目，以

红山国际社区、花舞人间等项目为代表，目前旅游地

产的发展还在起步阶段。

“西昌的旅游度假产品目前还

在起步发展阶段，是空缺。但现在保

利和碧桂园都进来了， 准备开发大

型旅游度假产品， 但也要两三年后

才会全部呈现。” 西昌项目悦城·枫

丹丽舍的营销负责人介绍，目前，西

昌楼市以刚需为主， 城区房价在

7000元/平米以上了。 由于阳光充

足，吸引了重庆、成都、攀枝花、昆

明、南充等地的游客，而成都人在攀

枝花置业比例约占5%， 主要以购买

中小户型的商品房为主， 置业年龄

在35～50岁之间，自住为主。

他表示， 受峡谷地形影响，西

昌市区是狭长形发展， 一东一西，

东就是邛海， 打造高端居住区，城

西相对刚需一些， 东西差价1000

元。而悦城·枫丹丽舍就位于城西，

均价7000元，户型在75～110平米。

产品特点

先建4A景区 再配套销售住宅

“我们的项目是以阳光康养为主打理念。”攀枝

花“花舞人间”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占地2万亩，

建成后将成为4A级旅游景区，既有度假别墅、洋房，也

会有高层，但目前还未销售。“目前攀枝花市旅游项目

都在往旅游度假产品上靠拢，做好景区体验和打造。”

“西昌的旅游度假产品以度假型酒店、产权式公

寓为主，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度假旅游产品。”悦城·枫

丹丽舍的营销负责人介绍， 最近几年西昌城区出让

的地块都很小，并不适合做旅游度假产品。反倒是西

昌周边更加适合。而保利和碧桂园的进入，也是选择

西昌一个新兴区域。”2013年进入西昌的碧桂园项

目，规划有1000亩。西昌碧桂园项目营销经理刘婧称，

项目既有高层洋房、别墅，也有五星级酒店和商业街，

距邛海约4公里，预计下半年面世。

升值潜力

缺大牌房企竞争 旅游地产大有潜力

刘婧称，2013年， 碧桂园决定进军西昌市场，因

为西昌四季如春，又近邛海，环境优美，十分宜居。目

前，西昌市场购买力很强，但无大品牌开发商进驻，

更没有大型综合旅游地产项目，西昌市场极具潜力。

“因为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个档次的时候， 旅游度假

已成为必需品，只要选对城市，做出好的产品，旅游地

产的销售前景十分可观。”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古镇

古镇就在于历史久远，人文建筑保存好，

能够与周边环境形成和谐共处且有与众不同

特点，洛带客家文化，黄龙溪、平乐古镇明清

文化，安仁古镇历史人文，川西古镇几乎都与

山水文化有很大渊源。近两年，成都周边古镇

的旅游渐热， 不少开发商开始选择在古镇周

围进行旅游地产开发，如街子、洛带、黄龙溪

等古镇。受到古镇“名气”的带动，这些地方

的旅游地产项目也颇受投资者关注。

自然景观

依托著名景区资源， 在景区

保护区外兴建度假物业。 最具代

表性的为青城山、峨眉山等地。名

山资源是青城山和峨眉山两个板

块度假物业的最大卖点， 正因为

卖点相似， 这两个板块的度假物

业销售也是暗藏竞争， 而成都购

房者都是其度假房消费的主力。

候鸟之城

“冬季追逐阳光、夏

季选择清凉”，按照季节

选择异地而居的生活和

度假方式成为不少成都

人的选择，被人称为“候

鸟一族”， 而在四川，西

昌和攀枝花当仁不让成

为“候鸟一族”的最佳栖

息地。

候鸟之城：

旅游地产刚起步 成都人置业占5%

度假目的地

最近几年， 成都度假地产市

场高速发展， 在一些具备基础旅

游度假资源的区域， 由开发商后

天打造的旅游度假目的地开始逐

步出现， 花水湾和石象湖成为其

中的焦点。

名山之下：

夏季青城避暑，冬季峨眉泡汤

度假特点

千年古镇文化 游客观光为主

成都周边的古镇都有各自的主

题和特点，他们都有千年历史，古镇

度假仍以观光为主。 如洛带古镇是

蕴藏于川蜀大地上的客家古镇，古

镇保留有完整的客家文化和风俗，

走入其间能感受到浓郁的客家文

化。 黄龙溪古镇则有着浓郁的川西

特色，四川传统的木质吊脚楼、河流

岸边高大的榕树， 传递出一种古老

的生活方式。

房地开发

商铺单价1万元 洋房更便宜

目前，洛带、街子、黄龙溪、安仁

这四个古镇旅游地产开发较早，并且

有不少项目已经呈现运营，依托古镇

的文化，这些地方的旅游地产也以文

化、艺术为主体。以洛带为例，该古镇

目前有中国艺库、博客小镇两个旅游

地产项目在售， 项目也主打客家文

化。目前，洛带的两个项目主推商铺，

价格为10000元／平米左右； 街子古

镇目前有山外山项目，该项目目前主

推合院洋房，均价为9000元／平米左

右；蜀山栖镇主推洋房产品，均价为

8000元／平米。

产品特点

完整产业规划 还原小镇生活

古镇的旅游地产开发较早，且大

部分项目都有完整的产业规划，除了

有住宅产品外， 还会配套有商业、酒

店等，并且一些项目根据所处古镇的

特点特别规划了相应的文化、旅游特

色产业。

以洛带的中国艺库为例，该项目

涵盖休闲旅游、 文化教育、 康养、会

议、购物、餐饮6大产业。博客小镇是

以文化旅游住宅为一体， 通过养生、

婚庆、旅游、休闲等资源的嫁接，还原

现实的主题小镇生活。

升值潜力

古镇名气聚人气 产品是关键

古镇旅游地产是依托项目周边的

古镇，古镇名气大，能够带来稳定的人

流量， 开发商无需为区域再做过多宣

传，可以说“傍”着古镇就能引来人

气， 因此只要开发商在产品方面下足

工夫，旅游地产的前景非常乐观。

成都商报记者 宋皇

古镇地产：

穿越历史 走进现实古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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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石象湖国际乡村俱乐部

西昌邛海

洛带博客小镇土楼

即将入市的蓝光青城河谷国际度假区

模 式 解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