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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优惠情报站

总价49万起住二环小跃层

蓝光COCO时代开盘在即

周末看房得好礼

成都团房

城西新盘播报

中信未来城小户型3800元/平米

金牛，8月开盘项目不多，只有1个。

而郫县推盘比较集中，其中中信未来城

于近期推出新房源，55~71平米小户型，

其中1居可变2居，2居可变3居， 实得价

3800元/平米。晶宝塞纳国际预计8月底

开盘， 户型面积70~92平米， 实得面积

79~110平米，价格待定，详询售楼中心。

合能四季城近期推出二期新房源，户型

面积为63~131平米2- 4居户型。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记者电话采访楼

盘售楼部。

户型面积：

50~

89

平米幻变套

二、套三、套四

精品住宅

均价：待定

优惠：办理时代银卡，享

0.5%

优惠。

项目简介：

8月11日蓝光C O C O 时

代销售中心盛大亮相， 样板间同期开

放，计划于9月隆重开盘。蓝光C O C O 时

代住宅产品以50~89平米幻变套二、套

三、套四城市公馆为主。同时将打造面

积约30000平米的风情商业公园， 涉及

美食餐饮、时尚购物、休闲娱乐、商业卖

场等多元化商业形态，更能满足业主足

不出户就能畅享缤纷生活的需求。

蓝光C O C O 时代是蓝光地产继蓝

光C O C O 金沙之后的又一力作。 作为

城市公寓系超越之作，无论从区域、配

套还是产品方面，都进行了全新升级。

从位置来讲， 蓝光C O C O 时代领踞成

都二环，地面交通有二环路、府青路、

建设路等四通八达路网， 地理位置优

越。从交通配套来讲，有51、52、2、108、

76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更有地铁6号

线、3号线锦上添花。 得益于北改政策

带来的重大利好， 蓝光C O C O 时代值

得购房者期待。

蓝光COCO时代

成都团房

最新楼市资讯

为了满足众多全搜索网友的看

房需要， 全搜索评房网将于

8

月

25

日

（本周六）开通周末看房大巴，带各位

网友一起去看蓝光性价比盘

COCO

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看房活动

前

15

位报名成功家庭（组）将获得弓

箭牌水具

5

件套一份，名额有限，先报

先得。

近来开发商推新和优惠仍保持以往

力度。在金牛，成都华侨城纯水岸在售四

期 天 鹅 堡 160~200 平 米 阔 景 大 宅 ，

290~390平米空中叠跃， 均价9000元/平

米，优惠详询售楼部。龙湖北城天街全城

首推54~88平米“叠跃公馆”，买一层享

两层，总价49万起住二环小跃层。老会展

现代城在售78~125平米2- 3居房源，一次

性付款惠后起价7800元/平米，按揭惠后

最高价9200元/平米，详询售楼部。绿地

世纪城在售50、106、120平米1- 4居房源，

惠后均价6800元/平米，详情咨询售楼中

心。龙门镇目前在售53~123平米户型，均

价9800元/平米，特价房8900元/平米，全

款和按揭暂无优惠。高家庄赞城在售2、3

号楼房源，户型面积为40~80平米，均价

7500元/平米，最高优惠3% ，详询售楼部。

在郫县，各开发商的优惠也是不断。

其中华邑阳光里在售85- 120平米房源，

大户型实得4145元/平米起，最高优惠96

折，详询售楼部。绵世溪地湾5号楼在售

30~65平米小户型，均价5900元/平米，全

款最高96折，详询售楼部。怡景城市花苑

在售54~88平米1- 3居，起步均价5800元

/平米，最高优惠96折，详询售楼部。

温馨提示

红提、黑提、美人指、红乳、香悦、巨玫

瑰、玫瑰香、火焰无核、宇选1号、蜀葡1号

……2012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分

会场暨双流第七届永安红提葡萄节已经

开幕了，当地106种葡萄挂在枝头，等你来

采摘。 关注@ 双流县永安镇新浪微博，参

与转发活动，连续10天，每天将有10人获

得价值80元的红提采摘券及餐饮优惠券

各一张。

有奖转发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

1916780343/yxqCu57zX?type=repost

超市开在田地间

红提都在树上卖

在永安天府红提园里，一串串红提揭

开了神秘“面纱”，蜂拥而至的数万成都

市民垂涎欲滴， 拿起剪刀争先跳进果园，

尽情采摘。尝一口，脆生生，甜滋滋。永安

百姓发出热情邀请：“我们把红提超市开

在了田间，欢迎大家都来。”在一个个葡

萄园里，娇艳欲滴的红提如鲜红的玛瑙掩

映在望不到头的绿叶中。葡萄架下，伸手

就能触到又大又红的串串果实，好一派丰

收的热闹。挎着一个篮子，亲自到成片的

红提园里去采摘，一边品尝美味可口的红

提，一边感受自然生态风光，体验田园采

摘的乐趣，“田间超市”让你乐不思返。

据了解，双流县永安镇目前已经引进

了鲜食葡萄品种106个， 而大面积种植的

品种达到30多种， 葡萄售价从10元到120

元一斤不等。“我们镇上的红提色鲜，味

美，果大。近几年来，永安红提在培育过程

中全部推行无害化栽培，已经顺利通过国

家G A P认证和有机产品认证，并获得了远

销欧盟市场的资格，获得广泛赞誉。”永安

镇党委书记廖青云向市民发出了邀请。

参与微博转发

100份红提采摘券免费送

自16日起，关注@ 双流县永安镇 新浪

微博，参与转发活动，连续10天，每天将有

10人获得价值80元的红提采摘券及餐饮优

惠券各一张。 本活动将通过新浪微博@ 微

成都 首发。凭借该红提采摘券，可在9月16

日前， 到指定种植园抵扣80元。 采摘结束

后， 凭餐饮优惠券到指定的6家餐饮消费，

可享受9折优惠。

永安镇地处牧马山麓，位于天府新区

核心区域，距成都市区25公里，距双流国

际机场19公里，双黄路旅游通道和锦江穿

境而过，近邻黄龙溪三国驻军、诸葛牧马、

皇坟等三国史迹，旅游资源丰富。市民可

从成都出发，经双黄路直达永安镇，抵达

采摘区。

本次红提节以 “游红提新村·品葡萄

美食”为主题，将持续一个月，除了已经进

行的开幕式、天府红提园评书茶话会、天府

红提园文艺表演，还有不少活动陆续开展：

8月22日，红提葡萄观光采摘品鉴活动；8月

22日，摄影下田、进农家活动；8月16日~26

日， 天府红提园县政协书画院书画展及现

场书画会；8月25日， 天府红提园百姓故事

会；8月28日，天府红提园文艺表演。

本版稿件据成都全搜索网站

关注@双流县永安镇

赢80元红提采摘券

龙湖北城天街

华侨城纯水岸

中信未来城

网友播报:扎溪卡,川西最美的草原 S2

IN成都:七夕,用水果花表达爱意 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