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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复地御香山一期的销售

已进入清盘钜惠倒计时阶段，

350～450㎡麓山头排溪谷美墅，

一期207套仅余16席， 现房和打

造完善的墅区景观，加上一口价

房源， 每套房源价格均不一样，

选择面很广，因此是客户成交的

最佳动机。”复地御香山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项目5月开始推

尾盘，在市场平淡的情况下依旧

实现了7000万元的销售额，足以

证明现房和性价比的营销策略

是符合购房者需求的。

像复地御香山这样走尾盘

现房促销的还有泰悦湾。7月11

日，泰悦湾推出手机秒杀两套超

大四房房源行动，最高一次性付

款可省30万元，按揭和分期则至

少优惠28万元，房源推出即刻被

购房者抢走。 据销售人员称，购

房者对这样的促销反响热烈，已

经在等下一次活动了。

“目前项目有9+1和17+1小

高层极景洋房总共不到100套尾

盘房源，面积120～160㎡，优惠

后单价约8300～9500元/㎡。但

是现场会不断推出一口价特价

房源，相比之前售价有很大优惠

力度。”龙城一号相关负责人表

示， 看尾盘的客户多为刚性需

求，推出一口价房源一方面是促

进现场成交，二是将真正的优惠

给到有效客户手上，而不是在市

场上狂喊优惠。

前两天， 记者一位朋友在朋

友圈发了条信息：“连中航自己的

人都不知道金融城有几个中航！”

此条信息一出，回复者众，业内外

人士纷纷吐槽如今的案名实在太

像，大家都傻傻地分不清楚了。

中航国际交流中心、中航国

际广场、中航名人国际、中航城

市广场……如此类似的名字，真

的让人搞不清楚。如果和朋友约

在其中一个地方见面，除了一定

要记清全称，最好是记住详细地

址，不然打车时能够到达正确位

置的几率就只有看运气了。

除了中航之外，中铁让人搞不

清楚的是公司。从业10余年，中铁

二局、中铁八局、中铁置业、中铁二

院、 中铁八院……中铁系庞大的

分支之下， 以中铁开头的楼盘甚

多，大部分业内人士都没法百分之

百分清每个楼盘对应的开发商。

最近，成都最火的案名应该

是“xin� cheng� guo� ji”，请原谅

记者在此用了拼音。因为，新城

国际、新成国际、星辰国际这三

个案名的读音太像了。虽然星辰

国际准确的读法是 “xing� chen�

guo� ji”， 但大部分成都人前鼻

音和后鼻音是不分的，说出来都

差不多。另外两个的读音则完全

一样，即便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仅凭读音来分辨，也“安能辨我

是雌雄”！

成都综合体多，“环球”和

“金融”上镜率非常高。环球中

心、环球时代中心、环球广场、环

球金融中心……记者曾经看到

有业内人士在某网站BBS上吐

槽：“成都的‘环球’实在太多

了，如果我跟我妈说到‘环球’

来找我，她肯定天黑了也找不到

是哪座‘环球’！”

如果“环球”和“金融”在

成都综合体案名“世界杯”中争

夺金球奖，那么“金融”将以绝

对优势夺冠。 成都国际金融中

心、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天府国

际金融中心、 高盛金融中心、中

欧国际金融中心、 东瑞金融中

心、金控金融中心、光大金融中

心、领地金融环球中心……随便

一数，记者自己就已经先晕了。

还有一种情况也让记者百

思不得其解，“南城汇都” 为啥

取名要跟“南城都汇” 如此相

似？难道是想沾沾“南城都汇”

热卖的“火气”？

看了这么多让人傻傻分不

清楚的案名之后，记者想借此呼

吁一下， 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又好听又有好寓意的文字那

么多，开发商们以后取案名能不

能多点创意呢？

成都商报记者 熊沙杉

历经八年开发

大源组团走向成熟

2006年，中海、华润率先进入大源组

团， 并于2007年推出了中海·兰庭和华润·

凤凰城。此后，大源正式驶入快车道。历经

八年开发， 如今， 区域内的中海·兰庭、华

润·凤凰城、都城雅颂居、建发·天府鹭洲、

复地·雍湖湾、 保利·心语花园等住宅项目

（部分批次）均已交房入住。而绿地之窗、

万科·金域名邸、乐家香月湖、航天城上城、

保利·百合花园、 建发·中央鹭洲等最近两

年入市的住宅项目，均处在销售中末期。

“相比过去， 现在的大源组团其实非

常成熟。这里有已经开业的伊藤洋华堂、世

豪购物中心、星巴克等，而各大已交付项目

的底商开业率普遍在80%以上， 从日常生

活到高端消费一应俱全。” 建发房产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大源组团长期看好是建发房产持续注

资的根本推动力。目前，建发在大源组团拥

有四大项目，被业界誉为“大源专业户”。

“在地段地脉属性、 品牌房企密集

度、购房者关注度等方面，成都还没有哪

个区域能够替代大源组团。”成都力道广

告总经理李丹表示，无论规划定位，还是

交通、教育资源、板块的居住品质，大源

组团都很受成都购房者认可。 相信伴随

大源组团配套进一步完善， 以及天府新

区规划的总体呈现，大源组团的居住、商

务、商业价值都将会全面释放。

百万新增供应

产品兼顾首置首改高端

今年5月下旬，总体量达68万平米的

世龙广场正式亮相大源组团， 引发业界

强烈关注。 成都世龙实业总经理吴建民

告诉记者， 世龙广场定位于高端商务综

合体，涵盖超五星级酒店、超甲写字楼、

酒店式公寓、特色体验式街区商业、精装

住宅等多种物业形态，可以满足工作、购

物、娱乐、休闲、生活等多种需求。据悉，

世龙广场先期将推出53～133平米精装

住宅，目前正接受排号咨询。

“大源专业户”建发房产推盘力度同

样不小。“7月份， 我们将一次性推出建

发·鹭洲国际和建发·翡翠鹭洲两大全新

住宅，总体量近50万平米。”建发房产成

都公司总经理助理丁荣强表示，“我们建

发是在大源项目最多的开发商，鹭洲系项

目已经达到350亩， 可以说每10个定居大

源的人里就有一个是买建发的房子。”据

介绍，鹭洲国际项目不同之处在于其先天

地段优势，因为它是大源规模最大、位置

最好的一个项目。 去年9月18日该项目拍

地当天有万科、中海、保利等21家开发商

竞拍，最后由建发成功拿下，由此可见该

项目的价值，建发房产也本着在成都长远

发展的原则准备打造一个城市高端大盘。

从规划上看，鹭洲国际占地69700平米，总

建筑面积327203平米，是目前大源在售楼

盘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规划有高层住宅和

商业步行街。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45901平

米， 仅有5栋电梯高层； 商业建筑面积

62729平米，包含集中商业、住宅底商和商

业别墅。 如果说建发·鹭洲国际主要针对

首置首改客群， 建发·翡翠鹭洲则主要面

向实力更为雄厚的改善阶层。翡翠鹭洲规

划有13栋别墅，仅140户，采用非常创新的

叠拼设计。据悉，该产品每一户的建筑面

积仅150平米左右， 但实得面积可以达到

368平米，实现了近200%的得房率。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凯德大

源项目。今年4月，凯德置地通过两宗土地

收购曲线入驻大源。凯德置地成都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该项目被命

名为“凯德·世纪名邸”，占地200余亩，总

建面约50万平米。“预计今年三季度正式

入市，主推65～115平米中小户型。”该户

型特别设计了超大南向阳台与绝少浪费的

户型空间，做到了适度奢侈的高品质享受。

除了几个动辄数十万平米的大型项

目，今年大源组团还有几个项目出现。成

都七中旁的清凤·时代城预计9月销售，

该项目有16万平米， 其中住宅9万多平

米， 户型为70～100平米的首置首改类

型。此外，由润莱置业开发的润莱·金座

项目将在8月亮相。据成都润莱置业相关

负责人透露， 润莱·金座总体量8.2万平

米， 由加拿大AAI国际建筑师事务所设

计，主推65～106平米首置户型，或将于

今年10月开盘销售。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杜娟

入住率急速提升

商业配套还要提速

据锐理数据统计，近几年大源板块刚

需、改善客户的占比在50%以上。大源作

为城市新中心配套的高档生活区，城市配

套串联成片。今年，大源的入住率大大提

升，已经交房的华润·凤凰城、中海·兰庭、

复地·雍湖湾等入住率都超过了80%。

从目前来看，2011年底开业的伊藤

洋华堂旗舰店还是大源组团的主要商业

支柱， 其他已经交付使用的商业地产大

部分是社区底商。记者在大源看到，这里

的社区商业相当繁荣， 中午去世豪广场

刚开业的肯德基吃饭必须排队， 都城雅

颂居楼下的星巴克咖啡平时也坐满了

人。 建发·天府鹭洲的社区底商全部满

租，月租金达到200元/平米以上。新港地

产董事总经理张月认为：“大源组团近几

年销售了大量住宅， 吸引了居住人口的

迁移。目前虽然有一些商业，但还不够。”

20万平米购物中心开业

可售街铺不足10万平米

李先生上周刚刚花2500万元在建

发·鹭洲汇买下二楼整层1000多平米的

商铺， 他说最终买下鹭洲汇是看中它的

地段和环境， 这里紧邻伊藤， 人气不用

愁，而且临河，环境很不错。

近期， 与伊藤洋华堂紧邻的世豪广

场又开业了14万平米的购物中心。 据世

豪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这是成都本土

开发商开发并持有的第一个购物中心，

世豪广场在管理上将与伊藤继续合作。

不过记者到大源、 世纪城地铁站周

边走访之后发现，大源在售商铺非常少，

其核心区域目前只有4个有商铺销售的

楼盘———银泰城、建发·鹭洲汇、保利·百

合花园和天悦府， 且可供销售的商铺总

量不足10万平米。“区域庞大的商业需求

和相对不足的供给， 是银泰城热销的主

要原因。”银泰城营销总监彭致远说。

据记者了解，在天府大道以西、益州

大道以东、天府一街至天府四街围成的矩

形区域内，目前至少有30栋写字楼建成使

用。由于缺乏商业配套，中午很多写字楼白

领的午饭主要靠订盒饭解决。另据机构数

据分析，大源未来的居住人口将达60万。

未开盘就遭抢购

大源商铺不愁卖

目前， 大源区域的东方希望天祥广

场、环球时代中心、世豪广场、铁像寺水街

等大型项目正在建设中，已经交付的社区

商铺，如华润·凤凰城三期、复地·雍湖湾

和建发·天府鹭洲等租金水平和二手售价

都还不错。据了解，凤凰城三期和雍湖湾

的底层商铺月租水平大都在260～300元

∕平米， 天府鹭洲的月租水平则为130～

180元/平米。凤凰城和雍湖湾商铺均价约

5万元/平米，天府鹭洲为4万元/平米。

建发·鹭洲汇销售经理罗立敏介绍，

鹭洲汇只有1万多平米的商铺销售， 目前

只剩下20多套。“上个月我们还没开盘，就

被业主抢购了一半的商铺。 特别是30~50

平米的一楼临街商铺，层高6米，售价4万

多元，基本已经卖完。这个月开盘的商铺

面积稍微大些，但可以做餐饮，卖得也很

好。”银泰城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银泰城

首批次商铺引发市场狂热追捧，为了解决

两个客户同时看上同一铺子的问题，工作

人员只得让他们“抽牌比大小”决定谁先

选房。而5月底推出第二批次商业时，商铺

数量和排号客户的供需比例是1：3。

张月指出，大源商铺销售火爆，除了

供应稀缺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大源

既有大量品质住宅人口， 又有高端办公

人口，消费力毋庸置疑；第二，大源的开

发商都是知名品牌， 产品定位和后期运

营不用太过担心。”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杜娟

新增供应超百万平米

大源组团

迎第二春

住

宅

2007～2011年，在

中海、华润、建发、世豪等

品牌开发商的推动下，城

南大源组团一度成为成都

楼市最炙手可热的区域。

目前，中海·兰庭、华润·凤

凰城、复地·雍湖湾、建发·

天府鹭洲、 美城云庭等项

目都已入住。近年来，新川

板块、南湖板块、华府板块

的相继崛起让大源的声音

一度弱下去，但今年，大源

迎来第二次爆发。

带领大源重现楼市

的是建发，下半年，建发

将推出鹭洲国际和翡翠

鹭洲两大全新项目，总体

量接近50万平米。 世龙

广场、凯德·世纪名邸、清

凤·时代城、 朗基·天香、

润莱·金座、仁美·大源印

象等也将有新产品入市。

2014年下半年， 整个大

源组团预计新增住宅供

应将超过百万平米，“城

南买房必看大源” 的定

律也将因为这波供应潮

而延续下去。

供应稀缺

开发商抢攻商业空窗期

一次性豪掷2500万

元买下整层商铺做餐饮；

119套商铺有300多组客

户交了诚意金准备抢购，

开盘当天就售出90%；

现场销售人员因为太忙

无暇接电话，刚开始试营

业的购物中心就人山人

海……这些火爆的景象

都集中发生在大源几个

在售的商业项目身上。人

口导入之后，对商业爆发

出旺盛需求，然而商业供

应滞后导致稀缺，是大源

板块商铺面临的现状。这

也是今年夏天，“抢铺

潮” 率先在大源上演的

原因。

商

业

清盘价+现房货

成都抄尾正当时

在常规营销动作中，尾盘因多为现房、价格有优势，是最

受购房者关注的环节。从目前楼市销售情况来看，“抄尾”已

成部分购房者的最佳选择。据记者调查，近期不少楼盘进入

尾盘阶段，为配合销售，开发商纷纷给出了难得的优惠。如首

创万卷山部分房源比之前优惠近2000元/㎡；美城云庭一期

清栋特惠面积段120～150㎡，最低5915元/㎡起，比6月前

直降300元；泰悦湾7月11日推出特定房源，原价167万元的

大四房， 秒杀特惠直降30万元； 博雅新城尾盘清售， 均价

5500元/㎡。此外，有不少楼盘的尾盘推出一口价房源，包括

复地御香山、锦城世家、龙城一号等。

大源在售项目

■

建发·翡翠鹭洲

■

建发·中央鹭洲

■

建发·鹭洲国际

■

万科·金域名邸

■

都城雅颂居

■

乐家香月湖

■

保利星座

■

清凤·时代城

■

银泰城

■

美城云庭

■

美城悦荣府

■

朗基·天香

■

润莱·金座

■

仁美·大源印象

■

合能·璞丽

■

智地·哥谭

■

世豪广场

“尾盘对于购房者来说，至

少有三大好处。其一，风险更小。

大多数进入尾盘的项目已经是

现房呈现，甚至交房，所看即所

得，风险大幅降低。其二，价格更

实惠。尾盘价格通常比周边价格

更便宜， 而出于尽快变现的目

的，尾盘价格往往比新盘和旺销

阶段的价格更低，可以让购房者

得到实惠。其三，资金利用率更

高，时间成本更低。尾盘是新房，

不同于二手房， 交易成本更低，

而且即买即住。”首创万卷山相

关负责人李熙婷告诉记者，11月

底即将交付的楼盘目前剩余房

源约300套，面积段主要在129～

153㎡， 价格5500～5600元/㎡。

而在年初时， 这波房源均价约

7500元。 现在不但房源选择多，

优惠幅度也相当有吸引力。

另外，目前主体封顶的准现

房中铁马家公馆也推出剩余的

30余套房源， 均价11800元/㎡，

112㎡套三、130㎡套四户型，全

款优惠4%，按揭优惠3%。

位于大源组团旁的美城云

庭现房尾盘约200套在售， 一期

部分房源清栋特惠， 面积120～

150㎡，最低5915元/㎡起，均价

6500元/㎡，相比之前6807元/㎡

的优惠价格再次直降数百元。同

时， 二期坐北朝南楼王持续热

销，面积77～115㎡，均价在7500

元/㎡。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虽

然是尾盘， 但是由于户型多，选

择面广，很多房源位置、朝向都

很好，非常适合打算购买现房的

购房者。”

一口价房源，促使客户现场成交

现房吸引力大，可与二手房抢客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案名太像

大家傻傻分不清楚

今年大源组团的入住率大大提升，已交房楼盘入住率都超过了

80%

杜娟 摄

伊藤洋华堂旗舰店目前仍是大源组团的主要商业支柱 杜娟 摄

都城雅颂居

保利星座

银泰城

复地御香山尾盘推出一口价房源

首创万卷山清盘房源优惠近

2000

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