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戈萍

美编 陈小澜 赖祥珍

2015年4月3日

星期五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房产新政下 润富首推一成首付

润富国际花园最低一成首付，购入金融城精装大宅

3月30日，央行、住建部、银监会

联合下发通知，二套房贷款首付比例

降至四成。这一重磅政策出台，搅动

了楼市的一池春水， 一时间开发商、

购房者都兴奋无比。

而地处金融城核心地段的润富

国际花园率先响应政策，推出了最新

的付款方式：首套房客户只需首付一

成，二套房客户只需首付两成，就可

以购入城南金融城精装华宅。

而润富国际花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一最新付款方式的制定，首先

是基于开发商雄厚的资金实力，同时

充分信赖购房者的诚信，更是对市场

后市充满信心的表现。该负责人还指

出， 对于一大波项目的忠实客户而

言，这无疑是下手购房的最好时机。

润富国际花园开盘时， 本可以享受到

较多优惠，但“任性”的王先生没有立刻

下定，而是花了近3个月时间，将成都市场

上在售的同类型高端住宅看了一个遍，最

终在润富国际花园将优惠收回之后，非常

爽快地一次性付款购买了144平米户型。

李先生和太太在开盘时， 以8%的优

惠购买了润富国际花园144平米的户型。4

个月后，他们在没有优惠的情况下又“任

性”地为其父母购买了170平米的户型。

这两个案例，仅仅是润富国际花园客

户的缩影。看上去，这些客户好像是“有钱

任性”，涨价之后还要买，但实际上是客户

通过客观比对之后做出的理智选择。润富

国际花园开盘以来，所推房源已经去化超

90%，充分说明了好项目不愁没有市场。市

场上不是没有客户，而是看有没有能够打

动客户的项目； 客户不是没有购买能力，

而是看有没有值得其购买的产品。像上述

一个人在润富国际花园买两套，或者兄弟

姐妹一起买三四套，以及朋友同事相约在

润富国际花园买几套的客户还有很多。润

富国际花园以其好地段、好产品、好服务，

征服了成都以挑剔和理智著称的高端客

户群体，真正赢得了市场的肯定，是“有钱

任性”的客户执着的选择。

正是基于对市场的信心，加上开发商

雄厚的资金实力保障，润富国际花园在房

产新政的基础上，给出了更有吸引力的付

款政策———最低首付一成。 据开发商透

露，推出的新付款政策主要针对那些一直

喜欢润富却短期资金紧张的忠实客户，并

且持续时间不会太久，现在应该是购入润

富国际花园的最佳机会。

去年10月18日，位于成都金融城高端

住宅核心区的润富国际花园首次开盘，推

出2个单元精装高端住宅。 据开发商相关

负责人透露， 开盘当日销售金额就达2个

多亿，由于购房者需求旺盛，在原本推出

的2个单元基础上又紧急加推了1个单元。

火爆的开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

来润富国际花园一直保持了极佳的走量，

每月的销量都位居成都高端住宅市场前

列。目前，润富国际花园推出的2栋住宅销

售已经超过90%。据悉，去年成都楼市的整

体情况相对比较低迷，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下，润富国际花园并没有以降价走量，而是

按照自己的节奏推盘。 但是真的好产品必

然有好市场， 客户对润富国际花园非常喜

爱，所以才能保持这样好的销量。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这句房

地产市场的至理名言， 充分说明了地

段对一个项目的重要作用。

城南， 绝对是成都发展的主方向，

也是成都发展最快的区位之一。 而润富

国际花园位居金融城核心，与地铁5号线

无缝对接，距地铁1号线约1000米，双线

护航，再加上天府大道、益州大道、剑南

大道、交子大道等多条主干道可到达，到

天府广场和机场都不足15分钟车程。

润富国际花园所在的金融城板块，

是成都新的城市中心，金融机构、高端

产业、高端人才、高端居住区聚集，已

吸引24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建

成、 在建和规划中的五星级酒店超12

个，甲级写字楼超30个，大型商业购物

中心超200万平米，是未来城南高端生

活的主秀场之一。“润富国际花园是

金融城最后一块高端住宅用地， 位居

这样的好地段， 自然得到了客户的高

度认可， 很多客户第一次到现场就喜

欢上了这个项目，并且快速下定。”润

富国际花园负责人表示， 有些客户开

始有些犹豫， 但是在比较了众多项目

之后，即使价格上涨了，最终还是选择

了润富国际花园。

事实上， 现在金融城板块正在快

速成熟期， 各方面的配套已经越来越

完善， 而周边的楼盘不少也都交房入

住，整体的居住氛围越来越成熟。现在

购入该板块的物业， 还可以赶上地段

红利快速上涨的机会， 因此润富国际

花园这一批“任性”的客户才能如此

坚决地选择现在购买。

绿城绝对是中国华宅史上不能被

忽略的企业，其打造的诸多项目都堪称

中国华宅的样本。遗憾的是，绿城一直

没能在成都开发项目。但是，润富此次

全面联手绿城，为成都首次带来绿城品

质的高端住宅。

润富联手绿城建筑规划设计院，

为成都高端客户量身定制， 创新打造

第三代城市高层精装大宅标准体系。

“干挂到顶的天然石材外立面、 五星

级酒店式大堂、2万平米经典法式园

林、专属定制铝合金门窗、智能卡兼指

纹梯控系统、1.25米阳台拦板、客厅超

大提升式推拉门、5000元/平米豪装标

准、 全屋标配中央空调和地暖及新风

系统……润富国际花园在硬件的配置

上绝不输于目前成都在售的华宅产

品， 甚至不少配置都是首次出现在成

都华宅市场。” 绿城建筑规划设计院

总经理黄宇年表示， 除了这些硬指标

外， 润富在很多小细节上更是做到了

极致。“例如， 厨房安装了垃圾处理

器； 浴室配备了地暖； 采用D75排水

管，将排水管径扩大到普通的1.5倍等

等， 不少细节在整个成都精装市场都

是首次出现， 充分说明了润富的高品

质和人性化。”

润富国际花园还引入了绿城全园精

装体系， 将室外公共空间置于与室内私

享空间同等重要的高度。 如三层地下停

车场单元门厅的全精装入户标准、 精装

打造的尊崇归家风雨连廊等， 都充分体

现出润富在产品细节上的极致追求。

同时，润富引入绿城物业，为成都高

端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体验。 绿城物

业针对润富国际花园的产品特点， 提出

了“真诚善意 以爱筑家”的服务方向。

绿城进驻润富国际花园后，将从对“物”

的管理逐步转变成对“人”的服务，善待

各年龄段业主的各类需求， 全面推广实

施“绿城园区生活服务体系”（包括健

康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生活服务三大系

统），以满足业主的身心需求。

好的产品加上好的服务，一方面保

证了为业主提供舒适的居住空间，另一

方面更为未来的升值提供了有效支撑。

看上去，那些在价格上涨后依然坚定选

择润富国际花园的客户是 “有钱任

性”，但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客观而理智

地做出了正确选择。

（熊沙杉）

任性，涨价也要买！

回馈忠实客户 一成首付买润富

高端客户不差钱，只要你是好项目

润富国际花园去化超90%

城市核心地段是高端住宅的必要条件

傲踞金融城核心位置 尽享城市发展红利

独特产品+一流服务，高端住宅的核心竞争力

全面联手绿城 打造成都精装大宅典范

润富国际花园 三批次耀世登场，130~170㎡纯板式两梯两

户，5000元/㎡豪装标准，限时认筹，交5万抵10万元。

地址：成都高新区金融城交子大道与万象南路交汇处

咨询热线：028-85189888

润富国际花园会所大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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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热点火了无人机

上周末，成都首次无人机民间高手PK

赛拉开帷幕。 据活动组办方“玩客100社

区”负责人介绍，无人飞行器已火遍全球，

但国内无人机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单

飞”被迫成为无人机行业的代名词。本地

的无人机玩客缺少交流的平台，更无法享

受无人机竞技带来的乐趣，此次挑战赛正

好为热爱飞行的玩家提供了一个机会。记

者看到，现场围观的有200多人，参赛选手

们拿着各自的宝贝在交流、调试、试飞，各

式各样的飞行器让人大开眼界，而绝大部

分都是记者不认识的“小怪物”。

捧着手中两个白色的四轴无人飞行

器， 成都市航空航海模型运动学校高级教

练计策告诉记者， 它们就是目前市面上卖

得最火的量产版无人机，代号“精灵2”，最

高能飞上2000米高空并同步实现高清拍照

和摄像，不配摄像机的售价在3000元左右，

而配备运动摄像机后零售价在7000元上

下。据计策介绍，国内玩家之前关注较多的

是固定翼、直升机两种飞行器，但是这些飞

行器投入较大，动辄数万元，普通消费者难

以承受。2011年前后，国内电商开始销售多

旋翼的无人机，有四个或更多个旋翼，能垂

直起降，相比之前的飞行器结构更简单，动

力系统只需要电机直接连桨就行。 随着玩

相机的人越来越多， 搭载相机的无人机也

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成都商报记者在淘宝、京东、亚马逊等

电商那里看到， 市场上无人机产品大约有

20多个，售价从数百元到上万元不等。两三

百元就是入门级，功能相对简陋，比如不带

摄像头；上万元的则属于高端产品，一般支

持1080P/30fps实时传图功能。 资深玩家建

议：对无人机感兴趣的入门玩家，可选二三

百元的产品“练手”，熟悉操控，积累经验。

数百元到千多元的产品就可以“实战”了，

此时，就有“真机”敢来玩玩防摔、手动悬

停航拍等基本功。 两千元及以上

产品则进入了高清航拍序列， 航拍

时间也从10分钟以内提高到约20分

钟， 摄像头则为720P且支持10倍变

焦。再往上进入“飞控+云台”这个

阶段就比较专业了。 不仅对拍摄的

设备有要求， 对拍摄的角度和相机参

数的动态调节也是必须的， 总之是要

拍出更高质量的画面。”

业内人士表示，无人机航拍

的效果关键在后期制作，这也是

考验玩家水准的关键。有了一定

专业知识后，玩家也可以自购材

料DIY，自制无人机的成本比量

产版要低30%以上。

无人机售后维护成本不低

买航拍无人机， 一看预算二看品牌，

选择相应价格段中的知名品牌。 总体来

说，机身大小（这一定程度上决定其飞行

的平稳程度和载重能力）、扩展性能（如

是否具备GoPro接口、加装电池等）、防摔

能力 （新手选择全泡沫护圈的比较靠

谱）、售后服务水平等应该综合考虑。

据介绍， 目前无人机的售后维修成本

比较高， 尤其是高端产品。 以前面提到的

“精灵2”无人机为例，如摄像机和云台是易

损件，一旦在飞机起降过程中损伤，维修费

用可能超过3000元。 而一些热销品牌无人

机的维护模式，堪比汽车4S，不仅维修材料

费收得高，人工费也不菲。业内人士建议，缺

乏专业知识和动手能力的入门玩家，不仅要

考虑价格， 最好卖家能提供完善的售后服

务，有实体店提供专业培训、咨询更好。

昨日，上海三菱“2015产品·技术

发布会”在成都召开，公司总裁万忠培

及营业部高层出席并主讲，公司重要客

户共100余人参加。 上海三菱向广大用

户介绍，公司已建立覆盖全国的80家分

公司，拥有8500余名公司员工、600多个

维修保养站点、20000余名协作安装工

人，正以庞大的服务网络，主动、专业、

及时地为用户提供销售-安装-维保无

缝衔接的整体化解决方案。公司于2014

年再次升级用户服务中心，构建大数据

平台， 结合ReMes-III电梯物联网，快

速响应电梯故障、困人等紧急状态，并

在全国搭建“1+5物流分中心”，保证

电梯备件供应的敏捷和充足。

据介绍，在“全国房地产开发企

业500强·首选供应商 （电梯类）”评

选中，从2011年起，上海三菱连续五

年以得票率第一获奖，2015年度更以

20%的高得票率再次蝉联。 本次发布

会 上 还 出 现 了 一 条 强 有 力 的 数

据———国家质监局主楼全部采用上

海三菱电梯， 全国省级质监局有72%

选用了三菱电梯，这些数据反映出社

会各界对上海三菱的认可。2015年，

上海三菱将秉持“以顾客为中心”的

理念， 不断致力于为顾客创造价值，

让顾客满意。

（庞健）

无人机

带你耍酷带你飞

无人机规范条例有望近日出台

计策说，由于无人机发展速度较

快，也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比如，大功

率的无人机能飞至2000米以上高空，

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影响公共航道

的安全。 而来自相关渠道的消息显

示，今年内私人飞机、无人机等飞行

器使用1000米以下空域，有可能不必

再逐一申请军方批准，这对于无人机

企业和用户都是利好消息。

另外，从4月开始，无人机驾驶

员资质及训练质量管理开始由中

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中

国AOPA)负责，这意味着无人机飞

行将迎来“持证驾驶”。目前我国

无人机从业人员超过万人，通过培

训-考试-持证上岗的管理办法，将

有效规范和管理整个无人机行业。

按照国内相关规定，无人机训

练合格证分驾驶员、机长两个级别，

教员级别在合格证上签注。 其中驾

驶员飞行培训不少于44小时， 应急

飞行程序操作 （包括发动机故障、

链条丢失、应急回收、迫降等）不少

于20小时。 无人机机长培训不少于

56小时；教员培训要求有100小时以

上机长经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培

训时间不少于20小时。不过，并非所

有的无人机驾驶员都需要考取驾

照。“室内运行的不管； 视野距离

500米、 高度120米的微型范围内不

管；人烟稀少、地域空旷的非人口稠

密区进行试验的无人机不管。”普

通消费者如果想在婚礼上送个戒

指，或在低空进行拍照，也不必专门

去考个驾照。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摄影报道

多数无人机“无照驾驶”

规范条例有望近日出台

上海三菱电梯

“2015产品·技术发布会”在成都召开

玩手机、玩电脑，难免让人感到审美疲劳，而如今，可以把你的心带到天空放飞的

无人机，正成为潮流人士的新宠。不久前，汪峰在求婚仪式上大秀无人机送钻戒，瞬间

引爆民间玩无人机的热情。几乎一夜之间，各大电商网站的重要广告位都被稀奇古怪

的无人机占领，国内移动互联大咖小米、一加等近日也纷纷宣布：剑指无人机领域。

上周末，成都首届民间无人机高手PK赛拉开战幕，通过采访参赛玩家，成都商报

记者发现，规模巨大的无人机产业已经形成。那对于想尝鲜无人机的业余玩家来说，需

要注意些什么？未来又将面临哪些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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