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梯会议室效果图

酒店大堂效果图

说到商务配套，酒店自然必不可少，对于

入驻企业来说，无论是商务接待，还是组织一

些庆典活动， 都对高品质的商业酒店有非常

迫切的需求。据了解，为了满足入驻企业对于

星级酒店的需求， 星宸国际引进了智选假日

酒店，同时还规划有另外一个商务酒店。

“我们所需要的酒店不一定是顶级奢侈

品牌， 实用性是我们选择酒店品牌的第一原

则。”星宸国际的项目负责人解释道。星宸国

际所在的大源中央商务区本身就五星级酒店

云集，万豪、洲际、希尔顿等国际知名酒店品

牌密集分布在项目周边两公里之内。因此，星

宸国际未来的入驻企业完全不用为酒店这一

需求而发愁。 目前星宸国际选择引进的两家

酒店， 为入驻企业提供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

商务难题的最佳选择。

（赵述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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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会议室、餐厅、车位、酒店齐备，星宸国际解决城南办公配套终极难题

星宸国际：

打造最齐写字楼配套，树立行业发展标杆

据某权威机构调查结论显示，能否让员工方便地吃上午餐，成为很多企业在选

择写字楼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成都天府新城，区域和交通优势的接近，让诸多写字

楼在区位指标上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但这些写字楼的租金走向和市场口碑却有着

较大差异，原因何在？答案是配套。

会议室、车位、餐厅、酒店等配套指标都是影响租客和投资者判断写字楼价值的

重要因素，在项目初期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星宸国际在入市之后，迅速凭借在配套

上的优势打响了知名度，成为城南同区域同级别写字楼中的标杆。

很多白领注意到， 即使是近几年入驻的

甲级写字楼，“停车难”这一汽车时代的难题

也愈发严重。入驻率超八成的写字楼，停车难

成了上班族每天都面临的头痛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星宸国际在城南脱颖

而出，重点解决了入驻企业停车难的问题。首

先， 星宸国际为未来的入驻企业配备了1000

以上的停车位；其次，由于星宸国际的四栋楼

中两栋为酒店，因此白天的可用车位非常多，

几乎是区域内同等写字楼的两倍。同时，星宸

国际还为入驻企业的高管规划了 “豪车专

区”，其用心之细，由此可见。

另一方面， 星宸国际有着非常便捷的交

通，项目距绕城高速锦城湖出口不到两公里，

入驻企业人员可以沿天府一街直达人民南路

沿线、科华南路，进出城都很便捷。此外，项目

还靠近地铁1号线世纪城站和地铁5号线。在

大源已经建成的地下环形通道将星宸国际与

整个大源中央商务区紧密相连， 并在星宸国

际项目就有两个出入口。

双倍车位比，星宸国际让入驻员工“出入自由”

如何解决员工午餐是很多办公企业面对

的难题，很多成熟写字楼无法完善解决这一问

题。很多企业的员工除了自己带饭之外，主要

的午餐解决形式是既不丰盛又不健康的盒饭。

今年7月，成都商报推出系列话题关注写

字楼“午饭难”的问题，这一话题也在业内引

发强烈反响，星宸国际的项目负责人解释，这

个问题在星宸国际不会存在。首先，星宸国际

规划了约2000平米、可以同时供500人就餐的

白领餐厅，提供大众消费型午餐。其次，星宸

国际还在商务餐厅中规划有总裁专区， 提供

更高品质的商务餐。 另外入驻星宸国际的假

日酒店以及项目周边也为入驻企业提供了丰

富的餐饮选择。

全系商务餐厅，入驻企业从此不再担心午餐难题

会议室是星宸国际在配套上的亮点之

一，星宸国际规划有数十个会议室，可容纳几

十人到四五百人不等。 星宸国际在会议室规

划上充分吸收了国内外一些先进、 成熟写字

楼的丰富经验，考虑了入驻企业未来的需求，

因此得到了很多业主和用户的认可。

星宸国际的项目负责人表示， 项目放

弃了大片可销售面积， 转而用于会议区建

设，有两点考虑：一是解决部分入驻企业对

于大会议室的需求； 其次提升整个写字楼

的使用率。因此，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

角度考虑，会议室能否公用，是很多企业选

择写字楼的条件之一， 这对星宸国际来说

是较大的优势。

1000㎡会议室，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配置两座酒店，让星宸国

际拥有星级商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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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八益在

地产方面将如何表现？是否会降价促销？

王学茂：

最后一个季度，八益在地产方面

动作也比较大。 位于温江的八益国际家居博

览城5月11日开盘到现在， 已经销售近10亿

了。今年最后三个月，我们会迎来又一轮销售

高峰，我们的项目不会走降价路线，因为我们

物有所值。目前，我们正在加紧打造八益国

际家居博览城的1000个样板间，预计明年正

式运营；项目的第二期也已经动工，争取实

现3年建成80万平米的市场，并投入经营。

成都商报：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持续

热销，为什么能获得这样的业绩？

王学茂：

商业地产投资，首先看的是从

事什么形态的产业，其次是谁来经营，三是

有没有经营的经验和保证， 四是回报的保

证。八益国际家居博览城的优势在于：创造

了1000个样板家，由八益统一经营，避免卖

了商铺不能形成市场的现象。八益家具集团

背后有13个分公司， 是博览城的坚强后盾，

而且我们销售的都是现铺，优势明显。

成都商报：八益未来的战略布局是什么？

王学茂：

八益在较长一段时间，将继续

致力从家居到居家的深度战略转型。除了八

益家居博览城实现产业整合、整家消费的模

式外， 我们又在东南亚国家进行市场开拓；

还引入生态环保资源、农业产品资源、林产

品资源等，把居家产业提升为民生产业。

具体布局有：1、和国际知名企业合作，

在柬埔寨马德旺拿下12万亩的优质水稻良

田，每年有4万吨稻米进口到中国，未来还

将进口花生和花生油。今年，成都市民就能

买到物美价廉的柬埔寨原生态大米了。2、

总投入5亿美金，在柬埔寨金边市郊区开发

800亩的中柬商贸城。项目建成后，家具、建

材、各类生活用品都将在商贸城集中呈现，

批发零售都可以。这个月，我们将带部分四

川企业过去考察和投资。3、 我们在柬埔寨

还办了一个橡胶木指接板工厂， 生产之后

运回来供应国内的家具企业， 天然生态又

环保。八益倡导家具企业转型，走健康环保

之路，树立新的品牌，提高质量，从中低档

走向中高档。 目前工厂正在引进日本的设

备，预计明年5月可以建成。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公司战略:内部重组，管理架构改变

对于中海来说，2014年是求变的一年。继去

年与中建地产成功整合， 成都中建地产和新希

望地产联合开发的桐梓林壹号并入中海体系管

理，让中海在成都的在售项目进一步扩大，对确

保中海成都业绩做大做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中海对内部体系进行了管理架构的

调整， 工程和营销部门成立相对独立的公司，

由集团垂直管理， 加大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

中海地产成都公司的高管团队也有了一些变

化，地区公司和营销公司的负责人履新。

业绩评估:稳守前十，拿地面临挑战

今年9月，中海成都营销公司新管理团队举

行了一次小型发布会，会上中海通报，根据克而

瑞的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海地产的备案销售

金额超过24亿，成都位列第五。相比去年排名前

十之外，今年中海的业绩呈向上追赶之势。

随着桐梓林壹号项目的加入，中海地产在

成都的产品线进一步丰富。而从项目区位和售

价来看，布局全部在高端物业领域，区域集中在

城南。7月初，中海地产曾声称，上半年高端销售

额20亿元，其中包括城南华府、九号公馆、桐梓

林壹号的住宅和商业。 根据前8个月销售额评

估，中海今年的备案销售金额可望超过40亿元。

不过，九号公馆之后，中海未来在土地市

场上的表现值得关注。对于新上任的成都管理

团队来说，选准战略时机，尽快拿到两至三块

符合其内部要求的优质土地资源，再现2012年

成都排名第一的辉煌，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年度亮点:灵活操盘，激活九号公馆

2014年中海在成都的头牌项目是九号公

馆，从3月亮相至今，累计销售额突破10亿元，

属于今年高端市场为数不多的热点项目。

相较于高端物业市场普遍“去化率慢”的特

点，中海九号公馆的策略更为大气、灵活，在开盘

之前，整个项目已经实现了主体封顶和实景园林

呈现，并具备在今年年底交房的条件。在价格策

略上，九号公馆最终选择了更务实的价格，一面

市即受到众多高端客户的热捧。

九号公馆以一梯两户、纯正南正北的板式大

户型豪宅为主，170～245平米户型的比重高达

92%，极少数90平米和135平米户型全部作为大户

型产品的配套来配置， 集中绿地面积高达7万平

米。 项目售价稳中有升， 目前稳定在12000～

15000元/平米。据中海地产测算，2013年，在全成

都销售单价超过200万元的住宅中， 中海的销售

套数和市场占有率最高，主要来自城南一号和城

南华府。而据目前九号公馆的势头，中海今年有

望继续保有这一荣誉。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业绩评估:啃硬骨头卖了逾31亿

根据透明房产网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龙

湖的备案销售金额依然排名成都前十，位列第

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龙湖2014年

销售金额已经超过31亿元，位列第六。

2013年， 龙湖地产成都市场的业绩排第

三。“单从排名来看有所下滑，但去年龙湖的主

要业绩支撑来自金楠天街住宅产品，今年则缺

乏足够的同类货源。”市场人士分析说。今年龙

湖仅在金楠天街旁购入一块不到40亩的土地，

住宅产品仅400多套， 且今年销售的主要产品

是总价较高的大户型、 郊区别墅以及商业，属

于不折不扣的“啃硬骨头”，在此背景下，龙湖

每个季度完成10亿销售额确实难能可贵。

集团战略:商业思维更加清晰

今年前三季度，从全国的情况来看，龙湖

地产的业绩排名第14位。这对于将“持商业”

作为长期战略的龙湖来说，最近几年整体销售

额和第一梯队的差距开始拉大。但是在“资金

沉淀大、投资回报慢”的商业地产领域，龙湖

的思路却越来越清晰。今年7月，龙湖集团发布

了全新的商业品牌战略。根据规划，天街将定位

于面向中等收入新兴家庭的区域型购物中心。

从进驻的城市来看， 也可以看到龙湖商业思维

的成熟，到2017年，龙湖天街购物中心开业数量

将增至14个，全部位于重庆、成都、北京、杭州、

上海、苏州等一线及领先二线城市。

年度亮点:紧抓改善需求的买房机会

在商业地产领域，去年年底北城天街开业，

今年9月时代天街一期开业，都是龙湖最近三个

季度的亮点。 此外， 金楠天街将在明年10月开

业。自龙湖布局成都以来，已投入运营和即将运

营的购物中心达到4个。在住宅领域，成都龙湖

则抓住改善型置业复苏的市场机遇， 取得了不

俗的业绩。作为“去库存”重点，世纪峰景项目

今年的认购金额已经突破9亿元大关。在世纪峰

景上，龙湖再次体现了其在产品打造上的功力，

而众多龙湖粉丝也在这个项目上找到了曾经对

龙湖的记忆。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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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地产旗下的高端产品近期频频

亮相，今年城南区域最让业界津津乐道的

就是中海九号公馆的开盘。在成都中海地

产的开发版图中，中海目前的全部精力都

逐步转移到城南的数个高端项目上来。

根据克而瑞数据，今年1～8月，中海

地产在成都实现了约24亿元的备案金

额，位列成都第五。而这个数据也意味着

中海仍然雄踞成都地产第一阵营。

今年， 龙湖地产多次在财务报表上

作出“加速去库存”的表述。在成都市场

上， 龙湖地产除了继续扎实推进商业战

略外，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去存货。成都龙

湖有5个项目同时在售，与其他开发企业

比，产品结构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商业办

公类和改善型住宅产品比重较大。

今年， 第一次在成都从事地产开

发的八益家具集团， 成为商业地产市

场上的一匹黑马。 八益国际家居博览

城5月11日开盘当天， 创造了热销近6

亿的专业市场销售纪录。实际上，八益

家具集团发展到今天， 早已脱离了成

都市民印象中传统家具企业的模式。

作为本土跨界企业， 其打造的专业市

场缘何在楼市受到认可？ 其给予传统

房地产企业的启示又何在？ 本报记者

专访了八益家具集团董事长王学茂。

龙湖世纪峰景实景图

九号公馆实景

八益家具集团董事长王学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