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理由：

近段时间成都的学区房呈

现持续上涨态势，COCO金沙是典型的学

区房， 买COCO金沙就能直读树德中学

（七中）。现在赶紧买套学区房，提前锁定

未来学位。

在售：

53～77

㎡河景三房

价格：

8900

元

/

㎡起

电话：

82009966

地址：成都金沙

IT

大道旁

推荐理由：

东客站、地铁2号线站口凯德

广场旁，目前整个区域已经形成良好的社区

生活氛围，而且锦绣城自带的休闲生活商业

中心呼之欲出。业内公认，目前除了南三环

的站南商圈外，东三环已经成为成都又一张

城市名片和三环重要节点， 其中蓝光·锦绣

城功不可没。

在售：

86～111

㎡，准现房

价格：

8100

元

/

㎡起

电话：

82005252

地址：成都东三环·成渝立交东南角

推荐理由：

东方天地是成都东二环罕见

的百亩城市综合体，整个住区紧靠沙河坐享

一线生态河景，而万象城、东郊记忆等共同

构成其便利的生活配套。此次将限量推出34

套66㎡变75㎡小三房，典型的城市新刚需自

然受到更多购房者青睐。

在售：

66

㎡精致二房

价格：

9400

元

/

㎡起

电话：

82007966

地址：成都东二环崔家店路

推荐理由 ：

COCO国际位于北中环核

心地段，3号、7号双地铁交汇， 私享160亩海

滨公园。绝佳的地理位置，未来升值潜力毋

庸置疑。除了高品质住区外，COCO国际将

被打造成为城北公园休闲商业生活中心，选

择COCO国际， 就等于以高性价比买下了

便利、繁华和生态。

在售：

54～72

㎡全能套二、套三

价格：

7900

元

/

㎡起

电话：

69263333

地址：地铁

3

号线动物园站海滨公园旁

推荐理由：

蓝光·空港国际城是成都近年罕见的超大型城

市综合集群，并且连续夺得成都商业地产销冠。整个项目处于

外神仙树生活圈核心地段，区域辐射能力巨大。空港国际城还

是目前国内唯一韩式主题综合体，乐天玛特、CGV影院、DOO-

TA等国际知名商家已全面入驻，将在近期全面开业。

在售：

36～78

㎡

LOFT/SOHO

价格：

5300

元

/

㎡起

电话：

85881668

地址：成都外神仙树（成都家园国际酒店斜对面）

推荐理由：

项目位于新双楠核心地段，整个住区占地百余

亩，拥有无可匹敌的完善商业配套。目前整个区域需求旺盛但

缺乏高品质刚需楼盘，金双楠的亮相，填补了新刚需高端居住

和休闲生活商业中心的双重空白。

在售：

66

㎡精致二房、

91

㎡舒居三房

价格：二期火热排号中

电话：

69261818

地址：成都武侯区西三环草金立交旁

蓝光市中心黄金地段

7大项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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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成都最给力

“房补”扶持措施出台

对于购房者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

馅饼”的好事。从你买房这一刻起，你将坐

享开发商每月给你发放的 “住房补贴”，

这一补贴每月最高金额5000元， 最长补助

时间达到21个月。也就是说，从你买房之

日起最高还可能获得合计 10万元的购房

补助款。蓝光地产宣布本周推出这一重磅

购房扶持政策，这也将是迄今为止成都地

产商给出的最高“房补”。

“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买房到交房

这段时间，不必再承受房租+房贷的双重压

力。”蓝光有关人士表示，推出本次活动就

是要给年轻的购房者减负，拿蓝光此次参加

活动的房源来看，不少房屋都将享受到每月

高达5000元的补贴，对于购房者来说，这绝

对是成都楼市从未经历过的房补政策。

蓝光市区黄金地段

7大项目全面参与

参加此次活动的楼盘，不是郊区盘更不是

别墅盘，而是蓝光市中心7大黄金地段的项目，

并且绝大多数是100平方米以下的新刚需高性

价比户型，因此本次活动是实实在在让利而非

炒概念玩噱头。“这样的力度，不要说在成都，

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一位业内人士坦言。

本次参加“房补”计划的每一个住宅楼

盘，都是刚需住宅的经典之作，它们的特征很

明显：均处于市中心黄金核心地段；交通便利

上下班省时省力； 生活配套齐交房立刻就能

搬家生活舒心； 户型精致功能全面买房实现

“一步到位”；更重要的是总价不高购房门槛

极低。当然，这也都是蓝光品质刚需盘的优势

和卖点。

详细梳理参加本次活动的蓝光7大项

目， 它们各有优势尤其是位置都非常好，

比如东二环的东方天地、 东三环的锦绣

城、西三环的金双楠及COCO金沙、城北

中环的COCO国际等。距离市区稍远的空

港国际城因为占据了城南空港片区核心

区位，也是目前成都热销项目之一。而城

西的幸福满庭， 因为就在地铁2号线站口

位置，其购买价值和未来增值潜力更是毋

庸置疑。

购房补贴

仅限本月24日～31日

此次推出的“全民购房补贴计划”因为

活力十足， 蓝光方面宣布活动仅限于本周。

“由于本次购房补贴力度较大，仅限5月24日

~31日的购房者。该消息提前一天就被很多业

内人士知晓， 蓝光多个售楼部接到了客户的

求购电话。”据蓝光营销部负责人介绍，从本

周一开始各个楼盘销售中心都出现 “抢房”

现象，不少购房者甚至还通过所谓的“内部

关系”预订，因为时间紧急一些还未凑足首

付的购房者也想办法提前预订。“毫不夸张

地说， 这次优惠算是蓝光近年来给出的最大

力度， 公司内部都有不少人出手 ‘捡便

宜’。”蓝光内部人士证实。

值得注意的是， 蓝光不久前刚刚提出

“蓝光生活家”战略计划，对旗下项目的商

业配套及社区打造加大投入并全面升级，就

在业界猜测蓝光会不会因此提价的时刻，它

却意外推出全城购房补贴。“一方面蓝光通

过推出生活家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品质，另一

方面却通过本次活动给出超大优惠，两者叠

加， 势必意味着蓝光这次的优惠幅度空

前。”业内人士分析，正是因为优惠巨大此

次活动蓝光严格限制了时间，对于近期确实

有计划在市区购房用于自住的消费者而言，

这应该是最佳的一次购房时机了。

（李杨）

每月最高补助5000元

成都最给力“房补”出炉

蓝光购房补贴全面开启，本周买房将获得最长21个月的“住房补助”

开发商以“购房补贴”的方式来推销楼盘并不新鲜，但你有没有听说“房补”每月最高可达

5000

元，而且还连续“补助”你

21

个月的？这样的好事总算是让你摊到了。蓝光“购房补贴计划”本周将全面启动，根据活动规定，只要你购买了蓝光市区黄金地

段

7

大楼盘的房子，从买房到交房这一段时间将获得开发商提供的“房补”，购房者最高每月可获得开发商提供的

5000

元“房

补”，最长房补期限达到超长的

21

个月之久。

“生活为家 家在蓝光”———生活家品牌发布会后，蓝光可谓动作频频，此次重磅推出全民购房计划也是生活家内容之一。

蓝光地产有关负责人透露，本周内购买蓝光

7

大项目的住宅，只要凭暂住证或租房合同到售楼部购房，均可享受蓝光地产给予

的购房补贴。蓝光一方面提供最大优惠，另一方面还实实在在向购房者“发放房补”，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也能住上好房子 ”。

推荐理由：

幸福满庭将是城西休闲生

活中心，距离地铁2号线站口仅几十米，由

于绝佳的位置和成熟的配套，幸福满庭从

开盘起就一直是城西销冠楼盘。目前针对

最后清盘的20套房子，蓝光给出特大“房

补”政策，最低总价60万元起，建筑面积

83平方米三房双卫户型，舒适功能“一步

到位”。

在售：

65～89

㎡中庭三房

价格：

6700

元

/

㎡起

电话：

69390888

地址：城西成灌路与犀安路交汇处

荩蓝光·幸福满庭

荩蓝光·COCO金沙

▲蓝光·金双楠2期 ▲蓝光·空港国际城

▲蓝光·锦绣城

荨蓝光·COCO国际

荨蓝光·东方天地

蓝 / 光 / 生 / 活 / 家 / 全 / 民 / 购 / 房 / 补 / 贴 / 计 /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