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规划

6月拿地 9月底售楼部亮相

今年的4月3日，万达集团董事长王

健林与成都市签约1020亿元的投资协

议，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是在都江堰投

入550亿元修建成都万达城。

与目前成都在售的蜀都万达广场、

青羊万达广场和万达瑞华中心属于万

达商业地产投资集团不同的是，成都万

达城项目属于万达文化旅游集团。“据

我了解，万达北京总部外派了一名熟悉

成都市场的负责人到成都，专门打造成

都万达城。”据有关知情人士透露。

据了解，成都万达城所处的位置在都

江堰玉堂镇周边，土地的规模达到了数千

亩，由住宅、商业和文化旅游配套等多种

业态组成。据记者了解，整个成都万达城

项目由万达茂、室外主题公园、秀场、度假

酒店以及滨河酒吧街五大部分组成。整个

项目投资额共计约550亿元， 预计将为都

江堰市带来新增就业岗位约15000个，将

带动都江堰常住人口增长超过10万人，预

计日均吸引游客达8～10万人次， 全年吸

引游客的数量将达到2000万人次。

根据成都万达城的时间规划，项目

将于6月底拿地之后开始正式入场修

建，大概在9月底售楼部正式亮相。据知

情人士透露，首批次推荐的业态集中在

多层、高端物业项目，主要针对都江堰

购房人群和大成都周边人群的居住和

旅游度假需求。

现场直击

土地平整完毕 曾经住户已搬离

作为都江堰今年最大的投资项目，

经过了前期宣传，都江堰的居民对成都

万达城有了初步的了解。成都商报记者

在都江堰玉堂镇周边和市区随机采访

了数名市民，他们都知道会在玉堂修建

一座万达城项目。

相较于市民们对成都万达城直观

的印象，周边的开发商则显得更加直白

和务实。众多房地项目都将成都万达城

当作了自己的商业和生活配套。

不少开发商直接在售楼部门口摆

上广告牌，上书“把万达城做配套，你还

不下手”等广告语。都江堰市区一家开

发商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今年4月份

消息出来之后，有许多开发商都将万达

城来了当作是一个利好消息，都江堰和

青城山的各个项目销售情况眼看着好

起来。不少客户都是看到了成都万达城

即将落地的消息，才决定在这边买房。”

在都江堰－青城山板块代理多家

新房销售的嘉进地产负责人李昕告诉

记者， 当时万达城的消息出来之后，对

都江堰各家开发商来说是一个重大的

利好消息。“至少都江堰目前也有一个

顶级的休闲和娱乐的聚集地，而万达城

的商业配套和娱乐设施也是都江堰吸

引游客前往的一大利器。”李昕表示。

在距离玉堂镇7宗土地即将拍卖的

前一周， 记者前往地块周边实地探访。

这次推出的地块现场已经基本平整完

毕。顺着玉府路往下西边的大片土地正

在进行平整，周边的居民指着马路对面

告诉记者：“那里就是以后万达城的地

方，以前的住户都已经搬起走了。”

周边探访

近3个环球中心体量 房企谨慎乐观

根据成都万达城最初的规划显示，

成都万达城项目的总建筑建面积高达

500万平米， 而500万平米的一个综合体

项目是什么概念？按照现在已经呈现了

的亚洲最大单体建筑———位于城南的

环球中心176万平米的体量计算， 相当

于近3个环球中心那么大。

这么大体量的项目安放在都江堰玉

堂， 周围的开发商都表示谨慎乐观的态

度。 成都商报记者连续走访了周边多家

地产项目， 诸多企业在最先成都万达城

落定的消息出来的时候都显得十分高

兴。在不少周边开发商看来，成都万达城

解决了项目的商业和娱乐休闲配套。但

是当成都万达城具体的修建节奏出来之

后，周边开发商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李昕告诉记者， 都江堰本地的开发商在

销售和开发节奏上将会面临挑战。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全国其他城

市如广州万达城、 西双版纳万达城的开

发顺序主要是住宅－商业－娱乐设施配

套的方式进行。 不少都江堰业内人士也

认为， 成都万达城很有可能也会按照此

节奏推盘， 将陆续推出包括多种业态的

住宅项目， 商业、 教育以及其他配套设

施。 李昕向记者表示：“先推出住宅，明

显会与周边的开发商正面开始竞争。”

一位不愿具名的开发商也表示：“成

都万达城的产品形态和客群定位，和目前

市区以及周边的项目十分相近。等万达城

开盘以后，以万达的品牌号召力和今后的

娱乐、商业配套的影响力，周边的开发商

很难与成都万达城形成竞争关系。”

都江堰的开发商的担心并非多余，

从万达城项目在其他城市的来看，自当

地万达城开盘之后，确实带走了周边项

目的客流。据广州合富辉煌的统计数据

显示，位于广州花都区的万达文化旅游

城项目5月起推新， 截至端午节小长假

之前共计推出了1550套的公寓产品，自5

月30日起20天内3次开盘，1550套公寓全

部售罄，同样的情况，在同样类型的长

白山万达城和西双版纳万达城也是一

样。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佳曜

楼 / 市 / 直 / 通 / 车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万

科成都公司总经理张晋元已经从万科

辞职，张晋元本人向成都商报记者确认

了这一消息。他告诉记者，离职主要是

家庭原因，要回北京照顾父母。据悉，接

任者将是万科成都区域本部副总经理

沙骥。 张晋元也成为张海和刘军之后，

任职时间最短的成都万科总经理。

任职一年半

万科从第七返回成都前三

2014年初， 年仅

35岁的张晋元从万科

集团战略投资部总经

理任上接替刘军出任

万科成都公司总经

理。 张晋元2000年从

清华大学本科毕业，

2009年在斯坦福读完

MBA 之 后 先 后 在

IBM和麦肯锡任职，

2011年加盟万科，此

后出任万科集团战略

投资部总经理。2014

年初出任万科成都公

司总经理。由于今年

从万科战略投资部总

经理、副总经理岗位走出来的高管越来

越多，万科内部开始出现“战投帮”这

一说法。

在2011年和2012年都实现60亿元的

销售额之后，2013年成都万科的销售额

约40亿，创近年新低，只排在成都第七。

张晋元上任之后， 启动系列营销动作，

加大了金色城品、金色城市、公园五号、

金域名邸、 五龙山等项目上的销售强

度。2014年，万科实现58亿元备案销售金

额，进入成都三甲。而根据透明房产网

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万科的销售额甚至

一度排名成都第二。

除此之外，张晋元在成都期间还率团

队敲定万科城项目，该项目通过股权收购

形式， 从四川德瑞教育有限公司手中取

得，总建筑面积55万平米。万科还引入了

新加坡吉宝参与了此次收购。这也是万科

在成都推行合伙人制度的首个项目。

接任者沙骥

与张晋元同龄，也是“战投帮”

张晋元的接任者沙骥也是万科70

后职业经理人中的“红人”，去年从万

科昆明公司总经理任上出任成都区域

本部副总经理。在今年年初，万科成都

区域本部CEO莫军传出将离开万科自

己创业之后，沙骥被视为是莫军最有可

能的接任者。

沙骥年龄与张晋元一样， 出生于

1978年， 而且也曾经在万科集团战略投

资部出任助理总经理， 也被外界认为是

万科“战投帮”的核心成员之一。但与张

晋元不同的是， 沙骥自2004年加入万科

至今，已经在万科工作已经超过10年。

75后全面接班万科

今年3月，毛大庆离职后，万科宣布

原北京公司总经理刘肖接任北京区域

本部CEO。生于1978年的刘肖成为目前

万科四大区域本部中最年轻的总经理，

在万科的集团高管中，尤其是一线公司

总经理中， 目前已经涌现了多位75后，

一个更年轻的万科，面目逐渐清晰。

今年3月，万科在任命刘肖的同时，

万科还任命了4位新的副总裁。 分别是

深圳公司总经理周彤、上海公司总经理

孙嘉、万科香港管理部总经理阙东武和

万科建筑研究中心总经理王蕴， 刘肖、

孙嘉、王蕴都是75后。不过，在郁亮重点

培养的万科75后中，张晋元成为首个选

择离开万科的高管，当成都商报记者向

张晋元询问去向时， 他透露暂未确定。

他告诉记者，主要是家庭原因离职，“要

回北京照顾父母”。

最近4年万科高层震荡频繁

今年3月初，万科执行副总裁、北京

区域本部CEO毛大庆宣布离职，最近几

年，尤其是2011年王石开始赴美游学之

后，万科的多名副总裁陆续出走，从刘

爱明加盟协信开始，徐洪舸、肖楠、袁伯

银、肖莉、毛大庆等万科集团副总裁陆

续离职， 这其中包含了万科在北京、广

深、上海三个区域本部的CEO。

成都商报记者 赵述锦

SG珊顿道盛大开盘

6月21日，SG珊顿道开盘，由

新加坡SG全球发展集团举办的

“SG珊顿道开盘盛典暨珊顿会会

员答谢酒会” 取得圆满成功。新

加坡SG全球是一家来自新加坡

的多元化跨国经营世界级大型集

团公司，SG珊顿道为其在中国的

一号作品。

此次开盘推出47～143平方

米纯居华宅，已售260余套。因项

目的高端品质， 珊顿道受到国内

外多家银行高级金领客户的追

捧， 业主更是来自多个国家和地

区。

（熊沙杉）

泰合·国际财富中心

美食节落幕

6月13日、14日， 攀成钢首届

美食节火热举行，全城吃货、耍家

如潮水奔来。据悉，本次活动举办

方泰合·国际财富中心，是泰合集

团在锦江区攀成钢门户级项目，

地铁、BRT、公交均可达项目，接

驳周边五大商圈， 更奢配超甲地

标写字楼、乙级写字楼、轻豪宅、

购物中心、星级酒店等七大业态。

目前，项目68～105㎡华宅开盘在

即，仅有268席，总价40万起乙级

写字楼亦同步发售。

（熊沙杉）

龙湖万套精装住宅

免费售后维修

日前，成都龙湖宣布，从本月

起将对龙湖开发的所有精装修住

宅进行“售后维修升级服务”，此

次维修升级服务首批试点落定龙

湖三千城，代号“U+”，旨在为成

都龙民全面实现“优家行动”。

作为成都龙湖第一个精装房

小区，三千城交房已经6年，已超

过了精装房的常规保质期， 而很

多业主也从两人世界变为了三代

同堂， 室内的安全和舒适被放在

了首位， 本次成都龙湖将携手品

牌商家方太、摩恩、大自然，由龙

湖物业配合进行上门上户、 定时

定点的贴心服务。 包括厨具免费

检查调试、五金免费清洗调试、地

板免费除菌以及对业主的油烟

机、灶具、热水器进行全面的安全

排查监测和免费检查调试等。

龙湖提供的数据显示，7年

来，成都龙湖先后在6个楼盘交付

约1.2万套精装房， 交付面积达

94.71万平方米。其中，高层住宅

6766套，SOHO物业4561套，度假

别墅634套，精装房交房满意度超

过98%，成为全行业第一。近期，

中国指数研究院西南分院进行了

一项业主满意度调查， 成都龙湖

的业主整体满意度高居榜首。

龙湖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再豪华的装修如果没有后续维护

保养， 一些零部件的老化必将出

现批量的安全隐患和维修烦恼，

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售后

服务”来真正实现买精装房的优

势。

（赵述锦）

中海草坪啤酒季开幕

6月13日，2015中海20国草坪

啤酒节在中海·九号天地举行，20

国原浆啤酒、特色当地美食、四大

主题周就此拉开序幕。 开幕式当

天吸引近千人参加， 成都餐饮领

军企业大龙燚火锅、 伟伟鸭脑壳

携手乐山徐烧烤、乐山钵钵鸡、靓

靓蒸虾、 蓉城镖局联袂助阵。中

海·九号天地是西部首个O2O餐

饮旗舰独栋商业， 是金融城首座

餐饮商业。目前，“中国O2O餐饮

先锋”北京黄太吉餐饮、创投咖

啡、 黄焖鸡等数十家品牌商家已

正式加盟中海·九号天地。不仅如

此，中海·九号天地还拥有全国物

业领导品牌中海商用物业全程运

营管理团队， 倾力项目招商与运

营。

（符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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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万科总经理张晋元辞职

接任者将是万科成都区域本部副总经理沙骥，张晋元透露离职主要是家庭原因

成都万达城今日博地

都江堰玉堂镇7宗土地今日开拍，有望敲定万达城550亿投资第一单

� � 6月4日，成都市国

土局网站上挂出一则土

地出让信息， 都江堰市

玉堂镇周边有7宗土地

共计约507亩， 将于今

日上午10时进行拍卖，

7宗地块的起拍价格都

在77万元/亩起。成都商

报记者从其他渠道获

悉， 这很有可能是规划

中的成都万达文化旅游

城（以下简称：成都万

达城） 项目所在地。据

有关业内人士分析判

断， 今日拍卖的这几块

位于玉堂镇周边的地

块， 万达有关方面将会

全力以赴拿下。

是万达集团在哈尔滨、南昌、青岛、无锡、桂林等

旅游城市相继开工、总投资超过

2500

亿元后，再次斥

巨资

550

亿元在拥有世界双遗称号的历史文化名城都

江堰倾力打造的万达集团第十个大型文旅项目。

成都万达城总占地面积约

5000

亩，开工时间拟定

为今年

7

月，

2019

年将建成并实现运营。项目计划建设

以文化旅游为核心，兼具休闲度假、娱乐观光、亲水体

验、商务会议等于一体；集室外大型主题游乐场、万达

商业城、主题秀场、特色酒吧街、高档酒店群落等丰富

业态组成的大型文化旅游综合项目。

成都万达城

沙骥张晋元

都江堰市玉堂镇周边

7

宗土地约

507

亩今日拍卖，这很有可能是规划中的成都万达城项目所在地

成都商报高空摄影工作室 张直 摄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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