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持有物业之外，银泰城还
将自己创造的城市商业商机与普通
投资者共享。成都银泰城打造了一
条对外销售的商业街，数百个商铺
创造出一定量的投资机会。而近期
银泰城将推出商业街中最靠近购物
中心的黄金位置商铺，对于成都投
资者来说这又是一个抢占投资商机
的机会。

据了解，这部分商铺位于银泰城
购物中心和悦坊商业街之间，处于商
业街和购物中心互通的必经之地上。
从项目内的位置来看，可谓优中选优，
被银泰内部定义为整个银泰城的“黄
金铺王”。银泰城的负责人说，这部分
商铺核心卖点在于其位于到达银泰城

的庞大消费人流的动线之上，作为一
个以消费体验为主要业态的购物中
心，这条动线之上有不可估量的商业
消费潜力。

此外，笔者还获悉，为了确保未来
商业街的运营，银泰城购物中心选择
了差异化招商的策略，也就是说，购物
中心不招或少招商业街日后的主力业
态，不与商业街产生内部竞争，对消费
者来说，以后就不存在“里外都一样”
的感觉。这将明显提升消费者“逛街消
费”的积极性。而对投资者来说，银泰
的差异化招商策略也对他们购买物业
的后期经营提供了便利，此外银泰商
业将为投资者的招租和经营提供完善
的后期服务和指导。

一年之内开业九座购物中心，银泰城风暴风靡全国
黄金商铺加推，抢占成都银泰城商机还剩一次机会

阿里巴巴在纽约证
券交易所上市，对成都银
泰城的投资者来说，这个
将西部基地选址在银泰
城的邻居，不仅让他们更
感亲切，也让他们更加坚
定了对自己所购物业的
信心。

作为阿里巴巴紧密
的合作伙伴，银泰在商业
地产领域的每个动作都
引人关注———仅仅在今
年内，银泰旗下的核心商
业品牌银泰城就在多个
城市开业。对成都市民来
说，他们自然期待计划于
明年四季度开业的成都
银泰城带来惊喜。

成都银泰城：阿里巴巴西部基地旁的城南商业旗
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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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建成和在建的银
泰城共有30多座，作为一个从长三角区域发
展起来的商业地产品牌，银泰城骨子里的对
于商业运营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地产企业。
今年内，杭州中大银泰城、宁波北仑银泰城、
台州温岭银泰城、台州临海银泰城、绍兴金
帝银泰城、淄博银泰城、合肥银泰城先后开
业。而在2015年，成都、沈阳、温州、芜湖、宁
波等多个城市还将有多座银泰城开业。

从已确定的规模来看，全国30个银泰

城的总建筑面积超过1000万平米，其中由
银泰持有的物业面积接近一半。银泰在商
业地产领域的全国化扩张从2011年开始
的，在此之前银泰主要在浙江和北京发展。
长期在高度竞争市场环境下的高水平运营
让银泰积累了丰富的商业地产开业和运营
经验，也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团队，这为银泰
城后来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奠定了基础。

银泰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商业领域的
旗舰品牌之一———银泰商业的年度零售

额一直稳居全国百货业前十，利润率增速
保持第一；银泰开发持有了数百万平米的
商业地产，形成了银泰中心、银泰城、银泰
环球汇三种不同形态的产品定位；银泰在
电商领域与阿里巴巴合作，银泰网、银泰
宝等互联网商业产品已经拥有超过五百
万的会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创新
型的商业运营企业，银泰与阿里、百度等
互联网巨头深度合作，在O2O领域动作不
断，目前已经做到线上线下全面打通。

九座银泰城开业，银泰打造中国商业地产新旗舰

在银泰这个中国商业地产旗舰崛起的
大背景之下，将于2015年开业的成都银泰
城备受关注，亮相近一年时间内，成都银泰
城已经做到了家喻户晓，数百位成都投资
者先后斥重金持有银泰城悦坊商业街的商
铺。而通过银泰城，银泰商业也与上百家成
都本土商业品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据银泰相关负责人透露，成都银泰城计

划于明年四季度开业，届时其购物中心、商
业街都将开门迎客。而作为最受业界和投资
者关注的信息之一，银泰城购物中心目前的
招商进展顺利，已经有80%以上的经营面积
确定了入驻品牌。
在招商这个问题上，银泰再次体现了自

己十多年商业运营所沉淀下来的品牌影响
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银泰在全国的几十座购

物中心，有数千家合作品牌，为什么他们愿
意跟着银泰走？主要原因源于信任，因为银
泰有一套从拿地规划到后期运营的完整管
理体系，也有相应的服务团队。在过去的合
作中，银泰让这些商家都得到了实惠，企业
不断发展。所以在成都银泰城招商时，银泰
可以说是在选择商家而不是在邀请商家，这
大大提升了银泰城招商的质量和效率。

开业倒数，成都银泰城已经敲定80%的入驻品牌

最后黄金铺王加推，
成都银泰城的商机还剩一次

成房预售中心城区字第
9968

号

银泰城半鸟瞰

银泰城商业街入口效果图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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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10月以来， 成都的高端住宅明显分化为

高层华宅和顶级低密度产品两大类型。

锐理数据选取了2010~2014年， 单价在2

万元以上的顶级住宅项目进行调查和分析。

《成都顶级住宅市场研究报告》指出，成都高

端低密住宅成交主力面积段为300平米以上，

总价集中在500万~1500万元， 主要分布在成

都双流、龙泉驿区县；顶级酒店式公寓及电梯

住宅主要分布在城南人民南路南延线、 东大

街沿线，面积段集中在200~400平米，总价集

中在500万~1000万元。

从市场供应占比来看， 成都顶级酒店式

公寓及电梯住宅，已经成为2014年1~9月顶级

住宅市场的供应主力。 目前成都顶级住宅进

入竞争时代， 客户对顶级住宅的认识从硬件

水平的要求上升到对服务的要求。 顶级别墅

与顶级电梯住宅的客群均是经过首置、首改、

再改的置业过程，他们往往不止一套住房。两

者的客群有所重叠，存在竞争关系。

银泰中心负责人对此的理解尤其深

刻，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成都市场上最近

入市的顶级住宅产品， 和以前的产品不一

样了。银泰中心有华尔道夫酒店、顶级购物

中心等顶级城市配套；麓湖·麒麟荟有良好

的生态环境； 阿玛尼公寓则有奢侈品大牌

的室内设计……这些都和以前的产品有很

大不同。而在和购房者的接触中他们发现，

现在的购房者对于购买顶级低密和高层豪

宅，已经不是非此即彼了，而是都在买。“客

群在细分， 顶级客户的需求多样性， 和刚

需、一般的改善性需求不同，因此必须提供

多样性服务。”

“竞争的结果是，产品在不断进化。”一

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 华悦府拥有金融城顶

级城市配套，以及自带的酒店、资源配套；伊

泰·天骄有东二环的城市核心区域配套，全大

户深度居家的定位；麓湖·麒麟荟有标示感极

强的设计、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黄龙溪谷有

超级低密生态大盘的规划、顶级的产品设计；

炎华置信上林赋则毗邻3600亩金沙湖湿地公

园， 是极为罕见的城市湖景别墅……顶级住

宅两极分化，产品越做越极致。

最后一季度 高端住宅“春光乍现”

锐理数据发布《成都顶级住宅市场研究报告》，银泰中心·华悦府、麓湖·麒麟荟等最新一批高端产品迎来热销

10月，一大波高端住宅产品袭来。银泰中心·华悦府在金融城区域稳健走量，成交及

咨询量均快速上扬；麓湖·麒麟荟10月18日开盘，清水房源最高总价达到600万元；业界

盛传，即将捅破成都高层豪宅最高价的阿玛尼公寓也预计在11月亮相……

9月之后，成都高端住宅市场在央行利好政策出台的背景下，在改善型市场沉寂了

近一年之后，突然有了一波强势的启动，尤其是国庆后，以银泰中心·华悦府、麓湖·麒麟

荟、伊泰·天骄、黄龙溪谷、炎华置信上林赋等为代表的项目，呈现出供销两旺。同时，高

端住宅市场呈现高层豪宅、低迷生态大盘两大发展方向。

进入最后一个季度， 成都的豪宅产

品却似乎迎来了春天，异动频频。

10月12日， 麓湖顶级高层产品麒麟

荟举行发布会，正式亮相。而一周之后，

麒麟荟就正式开盘销售。10月18日当天

推出96套230万~600万元的清水房源，当

天订购了70套，业内人士预计，其精装房

源肯定将达到3万元/平米以上。 作为成

都最新的高层豪宅产品之一， 麒麟荟一

直盛传总价近千万元， 其产品的科技感

和未来感，一直备受市场关注。

而年底， 有望捅破成都高层豪宅最

高单价的阿玛尼公寓， 也将在成都正式

亮相。据介绍，预计12月，阿玛尼公寓将

在成都召开正式发布会， 而11月就将启

动在成都市场的推广。业内一致推测，阿

玛尼公寓将成为最高单价高层豪宅，预

计总价在260万~1800万元左右。“其实，

我们从6月就在全国展开了拓展客户的

工作。”项目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阿玛尼

公寓的定位是奢侈级收藏品， 顶级的全

套室内设计、装修、家具、橱柜、洁具，软

装都是阿玛尼的产品。

相比这批新亮相或即将亮相的高端

豪宅，已经开盘的成都高端住宅，在9月，

尤其是国庆后，也都表现不俗。中海·9号

公馆从9月20日开盘至今， 已经热销7.1

亿元。9月19日开盘的伊泰·天骄，取得了

开盘热销2.6亿元的市场业绩，进入10月

仍备受购房者的青睐。 而金融城核心地

段的银泰中心·华悦府，9月的销量也特

别好，“除了成交外， 来电来访量都有

50%以上的增长。 项目的另一栋华悦居

是公寓，主要在北京销售，9月之后，我们

感觉北京市场开始松动， 也有了很大的

变化。”华悦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

城市生态低密项目黄龙溪谷，8、9月一直

热销， 以顶级低密卖出了刚需开盘套数

的气势，瞬间问鼎楼市的低密销冠。

华润·金悦湾的负责人则兴奋地告

诉记者：“目前总价在350万元起，预计10

月会创下金悦湾今年的单月成交新高。”

他表示，8、9月的销售都是20套左右，但

是10月仅前半月就销售了20套， 预计单

月成交金额会创下今年的新高。

异动频频

高端住宅供销两旺

对于顶级住宅走强的原因， 锐理数据

《成都顶级住宅市场研究报告》分析，与成都

城市发展和高端人群的消费实力增强有很大

关系。2012年福布斯数据显示，成都成为奢侈

品消费全国排名第三的城市。 再加上成都的

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人均消费力稳步提

高，促进成都消费品市场进入更高的层次，加

大了对高端物业的需求。一旦信贷解绑，成都

的顶级住宅市场将会有一定的突破。

报告分析认为，从业主来看，绝大多数业

主都具有一线城市甚至国外的生活经历，以

企业高管、企业主为主，且大多数为自住，城

市豪宅有少部分业主有投资需求。 顶级住宅

客户以跟随型客户为主， 主要从事的行业为

金融业、地产业等，以自主与投资双重目的进

行置业，以占有资源为核心目的。

“近期的政策利好，更大程度上刺激了

这些顶级客户入市的信心。” 银泰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其实这群高端客群的信息来源

比大部分刚需和房地产从业人员都更快，因

此反应也更加迅速。在住宅上，也不可能有太

多的操作，因此一般是选个自己喜欢的，一次

性置业。“最后一个季度，我们想把华悦府的

展示空间做得更好，做实体样板层，实体的会

所、样板间都做出来，眼见为实。”

“我们产品的热销有几个原因。”中海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一是中海的豪宅产品，都是久经

市场考验的经典产品， 同时政策的利好面也在

显现，“新政策给了客户一个好的理由和对楼

市回暖的信心，让一些犹豫客户加速了认购，这

些客户以自住为主。最后一个季度，中海还将正

常推货，全新的样板房将开放，11月还将推出豪

宅社区的商业产品。”金悦湾的负责人则分析，

政策的利好是一大刺激，买房人不是没有钱，而

是对市场缺乏信心，现在感觉楼市即将回暖，信

心就回来了。

“我们不太担心市场，从2008年开始，顶级

住宅受的影响就有限，抗风险能力高。”阿玛尼

公寓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蓄积的千组客户，

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自用，经常来成都出

差；一种是没来过成都，买了收藏；最后一种是

投资，但散客不多，以大资金团购为主。

高层华宅+低迷生态 改善型置业的两大方向

自住为主 政策利好增强消费信心

阿玛尼艺术公寓餐厅

伊泰·天骄

麓湖·麒麟荟

银泰中心·华悦府效果图

黄龙溪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