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目前成都租金涨幅最大、入住率也

最高的写字楼项目中不难发现，所谓“熊

猫写字楼”一定要满足三大条件：

1

、必须

位于市区成熟的高品质住宅片区；

2

、区域

内常住人口数量要大；

3

、片区内写字楼项

目极少。东二环千亩大盘翡翠城显然成就

了华润广场，而依托成都金沙老牌高端住

区的金沙万瑞中心早年更是让业界大跌

眼镜，城西北高端片区华侨城内的创想中

心表现更是抢眼。这类从高端住区里长出

的“熊猫写字楼”爆发出惊人市场能量。

因为稀有，才成“熊猫”。城东、城南难

有“熊猫写字楼”生长的土壤，城西北大范

围内，除了华侨城·创想中心，高端写字楼

几乎为零。众多城西北企业正翘首以盼着

区域能有更多甲级写字楼出现，以满足企

业升级对高端写字楼的需求。

在当前楼市行情下，成都华侨城商

业集群

1

号作品华侨城·创想中心却出

现逆势热销。

2013

年

9

月，“开盘一小时，

抢空

12

层”，

2014

持续劲销累计超

3

亿元

并一举拿下城西销冠。 华侨城·创想中

心的强劲表现让外界刮目相看。

纵观成都写字楼市场，天府大道两侧供大

于求。唯独城西北的华侨城·创想中心，凭借华

侨城响亮的品牌、 三环外侧的城市核心区域、

超规格的建造设计成为成都写字楼蓝筹股。

从成都整个大市场来讲，还有着诸多区域存

在高端写字楼供不应求的局面。 如在城西北，在

金牛万达广场、龙湖北城天街、凯德广场之后，虽

然在商业方面取得极大发展，但仍然远远不能满

足区域内庞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在城西北三环

内外， 需要更多像华侨城·创想中心这样大型的

综合体项目及甲级写字楼改善区域的商务品质，

满足区域内企业对高端办公环境的需求。

有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城西北传统专业市

场及商贸物流产业外迁之后势必将有更多新

兴产业、城市功能注入城西北，在新形势下，城

西北高端商务势必迎来发展机遇。 与此同时，

在城西北城市功能调整后，未来这里将会有大

量高端写字楼的需求，开发商、投资者也早已

瞄准城西北的高端商务市场。“而华侨城·创

想中心，无论从品牌还是产品上，都将全面刷

新城西北商务格局。”

据悉， 华侨城·创想中心作为城西北代表

性高端写字楼，在去年9月首次开盘，当天一口

气卖出12个整层。在成都写字楼供过于求的大

环境下， 华侨城·创想中心的热销无疑为城西

北的高端商务环境树立了投资信心。

写字楼的投资价值同样是基于地段带来

的人气、商气，华侨城3000亩高品质城区已经

为创想中心确立了无以复加的价值。华侨城商

业集群规划集办公、酒店、商业三大综合体于

一体， 远远超出一座综合体所能带来的价值，

华侨城·创想中心作为商业集群1号作品，建于

三大综合体之上，以绝无仅有的完整物业价值

链，构建一站式商务圈层，全面优化写字楼、酒

店、商业服务体系，必将吸附全城办公需求，价

值爆破势不可挡。

随着“健康办公、绿色办公”理念的流行，商务

人士越来越看重写字楼在办公生态环境上的打造，

并以此作为是否入驻写字楼的标准，投资者们也将

其视作新的投资价值风向标。成都主城区内写字楼

大多只能使用科技手段营造所谓生态感受，但再高

端的“伪生态”也无法与“真生态”相提并论。

华侨城·创想中心在主城区内独享3000亩

城市绿岛， 这在成都可谓绝无仅有， 且不可复

制。 华侨城·创想中心毗邻纯水岸银杏景观大

道，临窗即揽3万㎡人工内湖、1.4万㎡四重立体

环景，真正实现了在公园里办公。此外，每层标

准层均设置绿色阳台、半开放观景式电梯厅，从

内到外全面营造生态商务办公环境， 堪称主城

区绝版纯生态写字楼。 因此无论是区域写字楼

稀缺度，还是创想中心本身的绝版属性，创想中

心必将是成都“熊猫写字楼”典型的代表。

何谓熊猫写字楼

华侨城·创想中心“奇货可居”

华侨城作支撑 创想中心投资价值快速飙升

华侨城一直致力于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以29年品牌历练为实力基础，华侨城所

到之处皆留下无数经典之作， 成为名副其

实的中国高端地产领军者。 从深圳的华侨

城·汉唐大厦、 欢乐海岸等高端商业项目，

到成都的纯水岸组团等住宅产品， 数年之

内，价值均翻涨数倍。

9年成都深耕， 华侨城以其独有的成片

综合开发运营理念，充分整合高规格城市资

源，实现区域连锁开发运营，建起一座集旅

游休闲、文化演艺、高端住宅、商务办公等为

一体的复合型现代城邦， 吸引千万消费人

潮，成为引领成都品质生活的风向标。

华侨城·创想中心更以高品质独创型硬

件配置， 一举填补了区域高端写字楼空白。

项目采用百米双塔式设计， 中空LOW-E玻

璃幕墙，引入时尚彩色元素，尽显现代俊朗；

13.8米极致挑高奢尺大堂，彰显企业气度；同

时， 项目还设5700平米五星级商务庆典会

所，全城只此一处———1700平米多功能宴会

厅、4000平米多功能空中景观平台， 以此满

足企业全方位个性化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华侨城·创想中心还享受

成都华侨城50万平米高端商业配套，现已呈现

的有运动健身会馆、游泳馆、华侨城高尔夫会

所、盖尔森国际击剑会所、华侨城大剧院、正天

影城以及5万平米的商业步行街、高端餐饮水岸美

食街等丰富的配套业态，专享便利下楼即达。更有

58～1700平米灵动办公空间，面积可大可小，随意

拓展，满足不同企业需求。

2014年9月，华侨城·创想中心特推出58～1700

㎡高端TOP商务巅峰作品，58～160㎡mini办公舱、

300～600㎡头等商务舱、800～1700㎡总部办公基

地三大产品线， 将满足企业不同阶段的需求。核

心价值房源，不容错过的投资价值洼地。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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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熊猫写字楼”是楼市新词，与目前城东、城南供过于求的写字楼大势恰恰相反，它是

指交通便利、地段成熟、常住人口数量巨大，而且区域内办公楼极为缺乏的写字楼项目。

“熊猫写字楼”成都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东二环大型住区翡翠城旁的华润广场、城西金

沙片区的金沙万瑞中心、城西北华侨城·创想中心等，近年来这类需求旺盛但供应极为有

限的“熊猫写字楼”走出一波上扬行情，华侨城·创想中心开盘就成交12整层，开盘以来

成交已经累计超3亿元。

写字楼上演冰火两重天

华侨城·创想中心走俏蓉城

投资就要选“熊猫写字楼”，城西北稀缺型写字楼价值持续看涨

华侨城·创想中心 拼的就是品质

华侨城·创想中心甲级写字楼鸟瞰图

华侨城·创想中心写字楼大堂效果图

咨询热线：

028-61898899

中洲·中央城邦

项目地址：攀成钢沙河畔的桂路

7

号

户型区间：

89～270

㎡攀成钢双公园里山河大宅

项目电话：

028－85321888

项目简介：

作为半岛城邦之后又一高端力作，中洲·中央城邦

雄踞“第一高端板块”攀成钢，拥有攀成钢最低的3.0容积率，并打

造出成都罕有的十大主题13座院子；大尺度户型空间设计，无论

起居空间、寝卧空间，都有宽阔尺度与极佳的景观视野。社区自配

英伦风情的下沉式商业街，与近万平米地下商超完美接驳。此外，

建筑设计公司不仅选择了全球顶级的悉地建筑，更是指定水立方

团队参与设计；园林设计公司则选择了美国顶尖的HSP公司。

环球汇

项目地址：攀成钢东二环和东大街交汇处

户型区间：

180～280

㎡精装、

43～56

㎡公寓、

77～107

㎡南庭

项目电话：

028－85936666

项目简介：

环球汇占地285亩、逾130万平方米，规划有国际化

高端购物中心、商务写字楼、时尚精品酒店、高端精装住宅、服务

式公寓。环球汇首发精装优雅华宅天誉，加推户型区间118～280

㎡，在誉峰基础之上的户型和精装修标准，更好满足不同高端客

户的全面需求。超8米的奢侈大面宽、双主卧，客厅全落地阔景阳

台，所有主卧室均设计为套房，家族成员之间的生活互不相扰。其

园林景观由被业内誉为“世界级园林大师”的bensley进行设计。

华侨城·原岸2期

项目地址：金牛金牛区三环路成彭立交桥外侧（欢乐谷旁）

户型区间：

89-124

㎡三房、

141-166

㎡四房，

7980

元

/

㎡起

项目电话：

028-61898866

项目简介：

华侨城原岸位于府河上游河畔，水岸线长达3.3公

里，华侨城不惜花费3亿巨资打造府河岸。华侨城原岸位于华侨城

3000亩项目的东侧，坐拥一河三公园，前眺府河，后揽摄影主题公

园，左邻欢乐谷，右瞻东岸别墅区，每栋均依水而建，是东岸高端

别墅区里仅有的绝版河景住宅。 原岸外立面为新古典主义风格，

结合ADECO新古典建筑设计形成滨河景观带、5000平米中庭花

园两大特色。此外，园区内部设置了健身及休憩的步道系统。全系

三房和四房进一步满足现代都市人生活空间的居住需求。

润富国际花园

项目地址：金融城交子大道

户型区间：

130～345

㎡

项目电话：

028－85189888

项目简介：

润富国际花园是浙江和润集团在成都开发的首个

项目，地处金融城，地铁上盖物业。项目占地105亩，总建筑面积53

万㎡，产品涵盖高端住宅、甲级写字楼和星级酒店等，纯板式建

筑，全两梯两户，正南北通透；全干挂石材立面，五星级酒店园区

大堂；所有户型客厅、主卧等重要功能房间均朝向景观中庭；定制

断桥铝合金门窗、客厅提升式推拉门；智能卡兼指纹梯控系统；首

创一体化洗衣台柜、地下车库带独立工具间。

新中产三种生活 三种置业选择

“新中产”

已成为成都楼

市的热词，通过

对新中产人群

的定位，新中产

生活人群方式

的探寻和新中

产人群消费习

惯的调查，我们

总结出新中产

阶层的购房攻

略。其实，在新

中产的眼里，买

房已变成 “买

环境”、“买服

务 ”、“买 氛

围”、“买实用

空间” ……新

中产人群对生

活配套和居住

质量的重新认

知，更推动了开

发商在环境配

置、 户型设计、

功能服务等多

方面升级提高

标准。下面这些

楼盘，就是能满

足新中产三种

生活方式的优

质选择。

黄龙溪谷

项目地址：城南剑南大道南延线

户型区间：主推

190～400

平米独栋

项目电话：

028－86269999

项目简介：

西南首席高端低密大盘，目前规

模5000亩， 由复地集团和优品道控股联合打造。

位于天府新区核心区域， 剑南大道全线通车后，

将实现30分钟直达城南神仙树。项目建造于数千

亩天然溪谷之中，拥有数十座湖泊、百亩原生树

林、锦江蜿蜒而过，并引入了全息生命景观水系

系统。在配套上，小区奢配三大顶级私人俱乐部：

超六星级红酒俱乐部、二号松SPA俱乐部、滨河

商务俱乐部，五星级度假酒店，约30米坡差叠泉

瀑布，大型葡萄庄园、艺术创意部落、景观花海、

亲子培养基地、高端私立幼儿园、商业风情小镇

等高端墅区配套。8月3日， 黄龙溪谷开盘取得热

销，成为今年成都低密市场的人气王。

城区唯一居所 适合“ONLY� 1”生活方式的楼盘

“ONLY� 1”生活方式是绝大多数新中产会选择的生活方式，要求在市区较好的地段拥有一套

功能齐全的房子，生活配套和教育配套也一应俱全。

置业建议：在城东，二十四城、成都

ICC

、万科金色乐府等项目都有

200

万以下的产品；新希望开

发的塔子山壹号和皇冠国际也是适合的叠拼和洋房低密度产品。在城南，像龙湖世纪峰景、中海九号

公馆、城南华府、锦湖林语、金域名邸等项目也都可选择；在城西，华润金悦湾；在城北，五龙山九墅、

拉斐公馆、狮子湖也是目前成都的热门项目。此外，如中洲·中央城邦、天誉南庭以及仁恒滨河湾等很

多高端项目也通过减小面积、降低配置让很多新中产能够住进高端社区。

购房

推荐

城区小房 郊区大房 适合“1+1”生活方式的楼盘

在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买两套房，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市区的小房子一般是两房，图的是上

班方便，郊区则至少三房，要求环境好。

置业建议：在市区选择一套小房子不难，但要在近郊选一套大房子就比较考眼光。新鸿基地

产近期位于天府门廊核心板块的成都

ICC

和位于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端的悦城， 为这种家庭量

身订制了特色产品。目前市场上的热门项目中，像世茂城、麓山国际社区的高层组团、洋房组团以

及黄龙溪谷、雅居乐花园、海昌天澜的小别墅也是不错的选择。此外，目前在牧马山也出现了很多

小别墅产品，总价低于

200

万。

蓝光·青城河谷国际度假区

项目地址：青城山聚青路

户型区间：

36～55

㎡精装度假公寓、

46～84

㎡

舒居退台洋房

项目电话：

028－69760606

项目简介：

2014年，蓝光进驻青城山，倾力打

造蓝光·青城河谷国际度假区， 欲助力青城山旅

游全线升级。该项目拥有几大亮点：12000平方米

的风情古镇、青城山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滨河

主题公园、七大功能体系尊贵养生俱乐部，能全

面满足业主的生活需求。而蓝光打造的中国首席

家庭医生服务品牌———蓝卡医疗更将开启健康

模式新生活。此外，该项目还将以新亚洲建筑风

格营造出浓郁的民族色彩，呈现出自然、健康、休

闲的特色。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5天工作 两天度假 适合“5+2”生活方式的楼盘

在成都，5+2的生活方式已出现多年。对于一些新中产来说，周一到周五居住的地方一定是

在主城区，是生活的主场，一大家人都要住在这里。但是到了周末，就有了度假需求。

置业建议：

5+2

生活方式最主要的选择在于周末住哪里，目前青城山是热门区域之一，比如

蓝光·青城河谷国际度假区、青城

365

南院、龙湖小院青城、山外山、蜀山栖镇、水映青城、鹭岛青

城山、青城鉴山、明宇豪雅青城目前都处于热销期。除此之外，保利石象湖、中国会馆、博客小镇、

花水湾等项目也都有特点各异的产品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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