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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龙湖每次在市场上掀起的热销浪
潮，都是有理有据的必然现象，2016年
改需置业，龙湖·九里晴川给出了九大
不得不看的理由。
■龙湖加码城南 品牌TOP10引市场热捧

没有意外，龙湖在成都每一次的出
手，引发的都是热销。“龙湖”这两个字
本身就是品质的保证，无论是购买住宅
的客户还是购买商业的投资者，对龙湖
的每一次动作都非常关注，并且最终转
化为高购买率。龙湖于成都楼市而言，
似乎就意味着“一房难求”。
■占据城南高端生活区核心 踩准城市发
展主方向

城南，成都置业热点方向；城南高
端生活区，成都改需置业首选之一。率
先享受城市发展红利，占有政策多重利
好，在成都发展最快的板块中，城南高
端生活区占据一席之地。
■完善交通路网 出行便捷

九里晴川地处地铁1号线广度站
口，天府大道和红星路南延线之间，是
成都目前优质的交通路网覆盖项目。
■毗邻750亩中央公园 极佳生态资源

城南高端生活区拥有极佳的自然
资源，规划生态用地多达60%。九里晴川
毗邻750亩新川之心中央公园；项目2公
里内有6000亩南湖公园，3公里内有麓
湖生态区和维也纳森林公园等大型公
园，构成了城南绿色生态走廊。
■名校环绕 覆盖0~18岁全龄系教育

九里晴川所在区域内教育资源非
常丰富，拥有28所名校教育资源，包括
已建成的高新区和美实验幼儿园、成都

师范银都紫藤小学、成都实验外国语学
校（西区）、西寺小学、成都美视学校，以
及规划中的22所高校，实现从幼儿园、
中小学到高校的一站式教育。
■商业配套成熟 满足生活方方面面需求

城南高端生活区拥有全能成熟生
活配套，楼盘项目3公里内覆盖家乐福
和海洋公园商业街区，步行均只需10分
钟；伊藤洋华堂亚洲旗舰店，车程5分钟
即能抵达。周边还有超过100万平米的
规划商业配套。
■270°大院别墅、阔景叠墅、墅居平层
三大产品业态

龙湖将九里晴川定位为城南高端
低密改善社区，抽调产品设计精英，搭
配专业的产品社调团队，经过上百次的
产品调整，推出270°大院别墅、阔景叠
墅、墅居平层三大产品业态，满足各层
次“改需”客户需求。
■22%超低建筑覆盖率 中庭可以放风筝

九里晴川是成都龙湖首个由“五重
景观”升级到“五维景观”的项目，是片
区在售项目中容积率超低的低密度社
区，建筑覆盖率仅22%。三个阔景中庭，
有两个甚至可以放风筝，楼间距最近85
米，多数达到数百米。
■92％以上满意度 龙湖物业被称为“钻
石管家”

“我们买房子，就是冲着龙湖物业
和龙湖品牌去的！”很多“龙民”都如此
骄傲地表示。第三方调查数据显示，龙
湖物业近5年来客户满意度达92%以上，
已经连续三年蝉联“全国住宅用户满意
度第一”。 （熊沙杉）

温馨提醒：了解九
里晴川最新动态，
请扫描并关注“成
都龙湖”二维码

城南中央·低密华宅·龙湖钜献
2月27日18：30

世纪城·天堂洲际酒店5F（水晶厅）

龙湖·九里晴川大幕拉启
项目热线：028-63168886
项目地址：成都·天府大道·一号线广都站口

改需“爆款”即将亮相 城南高端生活再次划时代

龙湖·九里晴川入市 完美主义者的置业机会

有过置业经验的购
房者知道：大多数时候，
我们越是关注赠送面积
多，或者价格低，越容易
陷入购房误区。事实上，
越成熟的产品，越有口碑
的开发商，越容易帮我们
建立门槛和标准。

“同样的三居室，同样
大小的社区，龙湖做的产
品真是不一样。”一位业内
人士表示，他曾租住过两
套房子，其中之一就是龙
湖的楼盘。无论是社区的
动线安排，高层和洋房的
关系处理，还是户型舒适
度和功能性的结合，龙湖
的产品都更为科学，保证
了足够的舒适度。

市场变幻，龙湖地产
始终坚持以产品的创造能
力主动制造竞争力。在龙
湖·世纪峰景360度观景
大平层撼动高端市场后，
2016年龙湖再次加码城
南，携最新旗舰产品龙湖·
九里晴川粉墨登场，又将
会以何种力度冲击市场？

城南经过十年发展，交通、配套、市政建设
等方面都走在成都楼市前列，并形成了麓山、
大源、金融城三大居住置业板块。但是，随着三
大板块成熟度越来越高，购房者的选择却越来
越少，甚至进入板块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本应
受到礼遇、需求最旺盛的“改需”客户，不是低
密盘里的附庸，就是刚需盘里的枪手，竟没有
一个相对纯粹的居住板块。

不过，这样的市场空白已随着龙湖·九里晴
川的出现而改变。龙湖·九里晴川落子城南，革

新了城南楼盘的面貌。在经过对成都改需客户
需求的详细调研后，打造了270°大院别墅、阔
景叠墅、墅居平层这三大改需“爆款”产品，摈弃
了大多数人会选择的“生命全系产品户型区
间”，而是只针对纯粹的“改善”客群，并完全满
足其不同生活状态的需求。其次在外部环境上，
龙湖·九里晴川拥有完善的交通网络、成熟的生
活配套、完备的教育资源、极佳的生态自然资
源，共同为“改需”客户构筑了一个完整的高端
生活闭环。

相较于城市金字塔尖的高端人群，正处于
人生上升期的“改需”群体的居住需求显得更
加具体和实在。

早上7:00 起床打开窗户，深呼吸新鲜空
气，感受一下绿意盎然的社区大中庭。然后喊
醒还在熟睡的宝贝，全家人一起吃早饭。

早上7：40 步行将宝贝送到近在咫尺的
幼儿园，再开车到公司，限行日就坐地铁直达

单位，一天的工作用轻松的心态开启。
下午6：00 晚餐时间，如果不想做饭可以

步行到家边的餐馆吃饭，然后到家乐福添置
些生活用品。

晚上8：00 回到小区，找保安借用公共购
物车，轻松将采购的物品带回家。

晚上9：30 安顿好宝贝，换上跑鞋，到家
旁的中央公园夜跑2公里。

晚上10：30 洗完澡躺在床上看会儿书，
然后进入甜蜜的梦乡。

这样的时间表和场景，或许就是改需客
户所向往的理想生活状态。现在，因为龙湖·
九里晴川的出现，这样的理想生活终于可以从
梦想走进现实。龙湖·九里晴川升级城南生活
方式，为改需客户提供更舒适的居住感受，让
家真正变成温暖的港湾。对所有改需客户而
言，2月27日将是个大日子，龙湖·九里晴川的
神秘面纱即将拉开，改需的舒适生活梦想即将
实现。

2016改需置业
必看龙湖·九里晴川的九大理由

十年城南缺位 终于迎来定位“改需”的纯粹生活区

描摹城南新生活 龙湖不一样的居住感受

旅游度假成常态 成都人愿花钱享受

携程、蚂蜂窝等在线旅游平台提供的数
据显示，春节7天，成都游客到达全球近百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泰国、中国香港、日本、韩
国等是出境首选，三亚、丽江、厦门是境内最
热目的地。除了春节度假外，每到周末或小
长假，成都周边各大景点几乎都爆满。据不
完全统计，青城山-都江堰目前在建和规划
中的五星级酒店就达30多家。青城豪生国际
酒店房价周末一般在1200～3000元，六善房
则在2000～4000元，但如果不提前预订，这
两个酒店周末基本无房。可见，成都人愿意
为度假买单，而且支付能力不弱。

两南两山 成都人愿为度假买房

海南和云南一直是成都人旅游度假的两
大选择，冬天去海南、夏天到云南。而近两年，
一些热衷两“南”旅游的成都人开始在当地置
业。去年恒大海南海花岛、富力海南红树湾、恒
大美丽沙等，都在成都进行了地毯式推广。

青城山、峨眉山也是成都人热衷的旅游
目的地，并成为成都人购置度假屋的首选。位
于万达城旁的度假别墅明宇豪雅青城在春
节期间的到访与成交超出预期。据项目负
责人介绍，自去年年底项目一期交房以来，
经过业主的口碑传播，越来越多在都江堰
青城山片区有度假需求的成都市民开始关
注，而项目也将在近期顺势推出二期低密
度假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周边在建的旅游地产
项目近30个，除了青城山、峨眉山、都江堰等传
统区域，黄龙溪、平乐、洛带、安仁、街子古镇、
三岔湖都是打造旅游地产比较成熟的范本。

自住投资 成都人更爱中小度假房

今年春节，成都的张女士想带一家老小
去海南过节，并决定在雅居乐清水湾租一套
房。“过了元旦租金就开始疯涨，从1万多直
接跳到2万，房源也迅速减少。如果春节当月
零租一个月的话，报价都超过3万元，还是套
一的房子。”张女士没有想到海南的租赁市
场如此火爆，“我也在考虑是否在海南买一
套房子，不管自住还是投资都还不错。”

一位雅居乐清水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成
都购房者选择中小户型的居多，85、92平米的
两房最受欢迎。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营
销学会会长李蔚认为，2015年我国旅游人数达
到40亿人次，旅游消费达到3.6万亿，旅游逐渐
成为国家战略性的支柱产业。

全配套全龄化度假产品受追捧

去年万达在都江堰推出全新的文化旅
游项目万达城，不到三个月创下26亿元的销
售佳绩。而今年春节黄金周，西双版纳的万
达主题乐园接待了8.89万人次。在度假常态
化的大背景下，万达这种全配套、全龄化设计
的新型旅游度假项目，成为游客和投资者追捧
的对象。成都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和
平接受本报专访时曾表示，万达城有3000万客
流支撑，平均每天有8万人。万达规划的酒店只
有1000多个床位，这就是万达城公寓和洋房的
投资价值所在。项目有金苹果幼儿园、成都市
著名的小学和中学全系教育配套，业主还可以
享受天府新区万达国际医院的VIP待遇。“有主
题乐园、有全系配套、有VIP医疗做后盾，可以
在这里实现年轻人与老人孩子团聚的‘5+2’生
活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 符小晓

新面孔：一流房企扎推进入

首当其冲的是去年以收购国嘉
进入成都的融创，今年一开年就出
手拿地。2015年7月融创通过收购中
渝国嘉进入成都。目前成都中渝国
嘉置业旗下拥有四海逸家、城南逸
家、南湖逸家、天府逸家、光华中心
等7个项目，依托这些项目，融创将
实现在成都市场的重新布局。

今年2月5日的土拍中，融创又以
超10亿元拿下青羊区苏坡街道56.6
亩地块，欲打造其所擅长的高端产
品。而去年收购的多个高品质项目也
将全面升级亮相，融创的高端精品战
略将全面落地成都。

去年，一个叫华熙·528的项目备
受关注，其开发商是成功打造北京五
棵松的华熙国际。据悉，华熙·528将
是兼具文化、运动和生活的大型综合
体，总占地528亩，涵盖电影文化展示
交流中心、多功能艺术中心、文化展
示互动平台等六大业态。

而北京北辰去年5月与朗诗、平
安共同拿下一块位于大源组团西片
区的地块，11月4日又独自拿下天府
四街以南地块，正面进军成都。公开
资料显示，北京北辰曾承担北京奥林
匹克公园国家会议中心项目及奥运
媒体村项目的开发。一位业内人士透
露，北京北辰的两个地块都在大源组
团西区，两个项目预计将采用“高低
配”差异化开发。

新产品：模式创新 高端发力

除了新面孔不断涌现，新产品也
层出不穷。2016年的这些新产品，将
打破固有模式，基于居住者的需求和
大数据进行跨界整合，产品类型上也
会亮点多多。

保利一开年就升级提档，30个项
目华丽丽亮相。最新补位的5大新项
目已经规划成型，形成打造南北双极
中轴地标的战略布局图。其中保利城
北CBD生活圈“保利大都汇”将与

“保利·爱尚里”形成互补性产品，打
造全新成都北门地标。而城南国际地

标“保利国际广场”也将在2016年揭
开神秘面纱。远期规划拿地面积占
5300亩的城市巨著“保利·西子城”，
或将再次扩大城西居住半径，成为类
似保利198的另一鸿篇巨作。此外，西
三环的两大新项目，保利相关人士表
示将开发颠覆性的城市墅居产品，且
即将发布面世。

2016年年初，万科发布公告，将和
华润合作，在双流九江开发第五城项
目。据传，万科将基于大数据样本的客
户需求，指导项目规划和设计，这也是
万科造城2.0模式。第五城的另一大亮
点是，更注重如何为居民打造一个自
成生态的城市系统。而北大资源也一
直在探索资源家的生活方式，教育、医
疗、健康、金融等多方面跨界整合。

2016年，众多开发商在城市项目
的开发中选择了“高低配”，城市别
墅、花园洋房或将成为市场主流产
品。第五城就将采用高低配，推出全
新的别墅产品。龙湖·九里晴川的产
品业态分为：270°大院别墅、阔景叠
墅、墅居平层，建筑覆盖率仅22%，是
成都龙湖首个由“五重景观”升级到

“五维景观”的项目，预计3月销售中
心亮相。同样位于城南的北大资源·
颐和翡翠府，则将打造宽景墅居，包
括独院景墅、花园叠墅、高层景府。中
德·麓府也在1月25日举行了盛大的
开工奠基仪式，产品包括传统中式国
宅合院、美容主题商业街、新中式高
层住宅，并将大手笔引入瑞士、日本、
韩国尖端科技和产业。

蓝光在城西的高端项目雍锦王府
预计3月底亮相，有消息人士称，估计
总价在500万元以上。1月9日亮相的万
科·国宾润园，则是万科西进大战略中
的首席高端改善作品，实行一体化全
装修，户型100~150平米。

业内人士分析，这与当前的政
策、市场密不可分。“降息、降低首付、
降低契税，都指向一点，购房的成本
越来越低，尤其是购买大户型、高端
改善户型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不少
开发商看准了这一市场潜力，纷纷推
出高端序列。”高策新源总经理廖建
华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市场永远是变化的，
2015年、2016年年初，
成都楼市又涌入了一大
波新面孔，既有全国战略
布局的融创，以收购的方
式大举入蓉；也有以文化
创意地产为主打特色的
开发商华熙国际，将北京
五棵松的成功运营经验
带到成都。而已经在成都
开发的企业，也在不断推
陈出新，有一些企业甚至
开始试验大数据建房。

品牌房企首进成都
高端改善全面开战？

第二种成都生活方式
两南两山你愿不愿买单？

2016年春节大
假刚刚结束，成都商
报记者根据携程旅
行、蚂蜂窝旅行等在
线旅游平台提供的预
订数据，发现越来越
多的成都人选择旅游
过春节，而旅游目的
地主要集中在泰国、
三亚等。懂得享受生
活的成都人已经将度
假列为第二种生活方
式，并悄然影响着他
们的置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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