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月供”好理解，通过专业运营提高

收益，用高租金冲抵了月供款。而“零首付”

是如何做到？“如果投资者手上只有一套取

得产权的住房，通过金融机构，投资者手里

沉淀资产就能盘活，而且从买铺的次月投资

者就收到商铺租金，实际上投资者就不用付

月供。”蓝光有关人士解密。

投资商铺以往都是有钱人的财富游戏，

普通市民也只有干看着别人赚钱。蓝光这次

的大手笔，实际上让更多普通市民不再“坐

以待毙”，也具备了投资街铺的机会，共同

享受城市的增值。过去手里没百把万不敢说

买商铺，通过这样的方式，实际上很多市民

已具备投资商铺的能力，只要你改变投资理

念就能在蓝光“换到”一套租金更高、增值

更快的底商金铺，首付款没凑够也能买蓝光

街铺，蓝光改变了商铺投资游戏规则。

（李杨）

市 /场 /分 /析

润富国际花园自亮相以来受到不少改善

型购房者的关注。项目定于10月18日上午9点

开盘，但从17日下午4点半开始，项目售楼部

就开始有购房者排队， 并熬夜守候到第二天

开盘。项目原计划只开出2号楼2单元和3号楼

1单元房源，面对超出预期、蜂拥而来的购房

者，他们又紧急加推了2号楼1单元房源。

润富国际花园也是央行“限贷”放开后

成都首个全新入市的改善型豪宅产品。 项目

位于城南交子大道与剑南大道交汇处， 占地

105亩，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涵盖高端住

宅、甲级写字楼和星级酒店。一期住宅产品为

纯板式建筑，建筑面积19.3万平方米，户型面

积为130～325平方米，由绿城核心团队（建

筑设计、精装修设计、物业）精心打造的国内

第三代精装高层豪宅。

产品为全两梯两户， 五星级酒店园区大

堂；所有户型的客厅、主卧均朝向景观中庭，

地下车位均带储物间；细节上，阳台栏板特别

加高到1.25米，定制断桥铝合金门窗，提升式

推拉门，均是比较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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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认贷不认房 “刚改”“铺主”入市忙

首次置业的刚需人群，为提升生活

品质、 为孩子入学而必须换房的 “刚

改”人群在上周末充斥在成都各大开盘

楼盘项目现场……上周五到周日，成都

主城区多个项目开盘，其中多为改善型

住宅产品， 麓湖·麒麟荟开盘推出96套

清水高层住宅，当日销售70套，中海九

号公馆和润富国际花园同日开盘，“没

想到来的这么多人，已经超出我们的预

期了！”另外，打出“零首付零月供”的

蓝光COCO金沙3期商业也于上周末

开盘，其购买人群同样是具备一定购买

能力的买家。

9月30日,央行和银监会释放“取

消限购限贷”的多个楼市松绑信息后的

市场影响持续发酵，在成都，楼市开始

积极反应，改善型和投资型的物业也因

此迎来一波新行情。

10月18日下午3点开盘。当天推出96套房

源，全部为电梯大平层的清水豪宅，主力户型

在20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超过400平方米。房

源均价1.5万元起， 总价区间在230～600万

元，购房者至少有3个点以上优惠。开盘当天

实现认购70余套，认购率70%左右。

以一套售价

100

万商铺为例，按传统模

式投资者应首付

50

万，银行贷款

50

万，月供

6000

多元。若按蓝光“零月供”方式买房，投

资者只需给

50%

购房首付款即可，和专业商

业运营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后，月供将由

运营机构替你支付， 未来

10

年投资者都不

用给一分钱的月供款。若投资者首付款一时

筹不够，蓝光也有办法帮你“融资”，只要投

资者手里拥有一套完全产权的商品房，那与

蓝光合作的专业金融平台就可将投资者手

里的不动产变现来支付商铺首付款，让现金

不足的投资者也有机会投资蓝光商铺。

润富国际花园:新政后首个华宅新盘 开盘前一晚通宵排号

据介绍， 润富购房群体主要为本地企业

高管等较高收入群体，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台湾、

日本等地的购房者。 购房者肖先生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他前些年在麓山板块购买了别墅，“有点

住够了，这次就专门来买个大平层住住。”

润富国际花园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

央行“限贷”政策的放开，给润富国际花园

这样的改善型豪宅提供了机遇，加快了不

少有着改善需求的购房者的购房进程，不

少购房者认为此时正是购房良机。对于项

目的后期销售，该负责人非常看好，表示

将会随市场走向适机加推。

限贷解禁加速改善型需求释放

蓝光COCO金沙三期商业:灵活付款方式 底商一下午被抢光

买商铺，可以“0首付、0月供”。蓝光近

期推出的商业售卖模式在成都引起了极大关

注。18日下午2点，蓝光COCO金沙3期商业开

盘， 四面八方赶来的热情投资者见证了蓝光

商铺销售的火爆。

据介绍，COCO金沙3期5、6、7栋住宅，及9

号独栋商业开盘后， 当天下午底商就几乎被

一抢而光。

据了解，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投资商铺

最艰难的在前5年， 由于新建商铺所在的地

域、入住及人口密度、商圈成熟度等因素，新

购买的商铺存在着招租难、租金低、回报少

等问题，租金回报率往往不足3%，远低于投

资者付出的月供。

蓝光此次推出的商铺 “0首付、0月供”

则为投资者解决了这些难题———联手商业

专业运营商，对商铺进行统一规划、打造、运

营，同时为不同门槛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

付款方式。

模 /式 /解 /析 零首付零月供适用多种投资者

各项目开盘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陈松 摄影报道

10月17日晚8点开盘。 本批次开盘推出1

期3批次6、10、15号楼86套高层住宅房源。主

力面积为90～190平方米，其中90、135平方米

户型为精装房，170、190平方米户型为清水

房，截至18日下午，售出近50套。

90平方米精装房优惠后均价约12238元/

平方米，135平方米精装房优惠后均价约

11214元/平方米。开盘当天优惠包括：交1万

优惠3%，按时签约1%，开盘3%。

170平方米清水房优惠后均价约11520元/平

方米，190平方米清水房优惠后均价约12097元/

平方米。开盘当天优惠包括：团购交3万优惠3%，

按时签约1%，开盘3%，认筹优惠4万。

据了解，中海九号公馆于9月19日首次开盘，

当时推出房源200套，到10月7号，已劲销7.1亿。

中海九号公馆

10月18日，润富国际花园项目首次开盘。本

批次开盘推出1期1批次2、3号楼约165套精装住

宅房源。主力房源面积130～144平米套三，177～

197平米套四。优惠后均价约15640元/平方米。

开盘当天优惠包括：VIP优惠1%， 诚意金

交10万优惠3%， 开盘优惠1%， 按时签约优惠

1%，一次性付款优惠4%，按揭优惠2%。截至18

日下午，售出房源近100套，认购率60%左右。

润富国际花园

10月18日， 蓝光COCO金沙3期5、6、7栋

楼下的商业， 以及9号、10号独栋商业， 面积

14～95平米商铺，共195套。优惠后均价一楼

约45659元/平米、二楼约22961元/平米、三楼

约13986元/平米。

开盘当天优惠包括：一次性付款总价直减

15万再优惠8%，按揭总价直减15万再优惠7%。

（开盘数据部分引自锐理数据）

蓝光COCO金沙3期商业

麓湖·麒麟荟

中海九号公馆开盘现场

空港国际城上周成交2亿、COCO金沙社区商

铺成交1.2亿、COCO国际、幸福满庭、金双楠街铺

成交分别接近1个亿……蓝光旗下各大楼盘社区

商铺捷报频传，一周成交超6个亿！近来蓝光商铺

彻底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产品，引发一波抢购潮。

上周末， 空港国际城、COCO金沙等各大

蓝光项目现场均可谓“人多铺少”，当天推出的

一、二楼商铺几乎全部被投资者抢光，大量投资

者也被蓝光极具诱惑力的销售模式给彻底打

动。而对于蓝光此次推出的“零首付零月供”街

铺投资模式， 也成为当前成都商业地产界讨论

最热烈、人人都想搞明白的投资方式。

“你说不要，后面一个投资者马上就补位

下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抢铺面像抢白菜。”上

周末在COCO金沙底商、空港国际城商铺开盘

现场，销售大厅挤满投资者，所有铺面房源全靠

抢，一间铺子10分钟你不定，身边立刻就有其他

投资者下定。一位投资者表示，几乎所有铺面都

是好几个投资者在抢。

据了解，从上周开始，蓝光旗下6大项目社区

底商、街铺推出“零首付零月供”销售策略，一石

激起千层浪，无论是专业商业投资者还是跳广场

舞的大妈、公司小白领，或者企业老总、个体老

板，几乎都在讨论蓝光的社区商铺。蓝光商铺成

为当前成都最具杀伤力、 最具投资潜力的商铺，

而蓝光也把社区底商的投资门槛降到历史最低。

实际上， 业主买铺委托专业机构经营的模

式之前被专业市场、购物中心广泛采用，那是因

为专业市场、购物中心本身并不好经营。将向来

就不愁销路不愁经营的街铺、 底商这样的黄金

口岸，引入整体的专业运营，从主力店的引入、

业态的科学布局使得街区商业获得最大的升

值，带来散户经营无法比拟的商气。

蓝光方面表示，今年前10月蓝光持续领跑成

都楼市，销售金额、套数、面积等指标均为第一，

这与蓝光近来陆续推出的商业地产推广策略不

无关系，而商业销售比重更是达到了蓝光销售总

额的近50%， 可见广大投资者们对蓝光商铺的欢

迎程度。“目前蓝光优质底商正在急速递减，能不

能抢到好铺就要看投资者动作哪个快。”

一周成交超6亿 蓝光商铺“一铺难求”

“零首付零月供”模式引抢购潮，蓝光颠覆传统街铺投资规则

不少专业市场、 购物中心存在三大特征：

开发时间长、商业规模庞大、未来经营难度大，

属于典型的“老大难”商业。这类“老大难”商

业推出“售后返租”甚至抛出多年后“高价回

购”的诱人条件，自然也就不难理解，毕竟谁也

说不清这类商业未来是仓库还是商铺。

但蓝光此次推出的是商业地产投资的“极

品”———底商、街铺，其价值含量极高，经营难

度极低。专业市场、购物中心不统一经营，它就

是仓库，就一文不值，但蓝光街铺无论出租出

售、还是自主经营等各个方面都有绝对保障。

蓝光此次推出的均为30～60平方米的商铺，

全线平均7折起， 全部是总价40万～150万之间的

市场热捧产品，而且是铺铺临街。专业投资者都清

楚，城市大型社区、人口密集居住区的底商和街铺

投资最稳当， 而此次蓝光推出的街铺均是蓝光开

发的大型居住内，无论是位置、交通、人口密集度，

都是投资者最看好、最把稳的投资品种。

投资商铺 必选蓝光

蓝光零首付零月供商铺，五大必买理由揭开价值谜底

这里就用五个“不”告诉你蓝光这次有多给力。而这次蓝光推出“零首付零月供”

商铺究竟有着怎样吸引力？它具体是如何销售并持续运营？五大必买理由。

不是像其他有的商铺提高售价再返租，

羊毛出在羊身上搞假返租， 在数字上耍花

招， 蓝光街铺直接7折起的售价低于周边同

品质商业价位。 成都也有个别街铺搞返租，

比如把本该卖3万的铺子卖4万，再把提高的

1万房款当租金返给投资者， 这就是愚弄投

资者，蓝光不搞那一套忽悠人的把戏。

据悉，这次推出的金铺包括幸福满庭地

铁口岸铺、花耍街公交总站铺、COCO国际

公园地铁铺、COCO金沙滨河商业铺、空港

韩国城韩式风情铺、 金双楠纯美食餐饮铺。

作为最稀缺、最金贵的投资品种，临街金铺

此次蓝光价格已经完全触底，投资机会近年

罕见。

不是难啃的“老大难”商业

不是难啃的专业市场，而是一铺难求的临街金铺。

1

近百万的商铺首付50%房款也就是50万，

每月还有高昂的月供，压力不小。现在蓝光推

出免月供投资方式， 也就等于是半价买底商，

这样的好事千载难逢。真正做到“零月供”，让

投资者完全省心。

蓝光投资者交50%首付款办理银行按揭买

铺，投资者在买下街铺后即可委托专业商业机

构负责经营，未来10年的租金收益即可由专业

运营公司全程支付， 而由于引入优质的商家，

其租金收益可抵扣到投资者支付的月供款，相

当于投资者不再支付一分钱。也就是说，这次

你用20～30万就能下手投资向来动辄百万的社

区底商，如此超低门槛就能投资街铺，在以前

完全无法想象。

10年后， 投资者将获得完整的底商收益。那

10年后蓝光商铺会增值多少倍？ 按照过往业绩，

蓝光8年前开发的玉林生活广场、香槟广场、蓝色

加勒比等商铺平均增值5到6倍，而且约两年前开

发的花天锦地商铺增值也已超过1倍。 投资价值

已经很具吸引力： 今天投资者用半价买铺，10年

后商铺还将增值数倍，正如蓝光所说“街铺无忧

购，10年0月供”，这样的投资机会不可错失。

不是概念炒作

只需给50%首付款，真正做到“半价”买铺、“零月供”买铺。

不搞假返租

不是先提价再返租，而是降价再委托专业公司运营造活，蓝光不在数字上耍花招。

不是散乱经营

统一管理经营，10年后到手一套成熟商铺。

底商、 街铺向来都是散户自主经营，统

一打造运营的街铺成都凤毛麟角。专业的商

业运营团队全程介入，对社区底商通盘经营

整体打造，从商铺的整体经营中深挖商业价

值，把投资者的街铺价值进一步放大。也只

有如此才能保证投资者的高收益。

有统一运营的商铺和散乱经营的商铺，

两者价值有的相差高达50%。这一点已成为

业内公认的商业投资原则。蓝光将购物中心

统一的运营思路运用到本就火爆的社区街

铺经营中，难怪有人说蓝光这次对街铺的投

入是“杀鸡用牛刀”，蓝光就是要百分之百

确保旗下街铺获得高收益。

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两者在经营收

益上可谓存在天渊之别。 如果让散户自

主经营，大家往往各自为阵相互杀价，面

积切割太小不仅招不到大商家、 优质商

家，而且管理、服务也都跟不上，这也就

注定租金起不来。 专业的商业运营公司

统一经营， 就是要从精细化的经营中索

取更高商业利润， 商铺投资者无疑是最

后的最大受益者。

不搞噱头不是“假大空”

资金不够也能投资蓝光商铺，门槛降低，投资商铺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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