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综述：

目前，建设路商圈已经成为成都著名的

商圈之一，更汇集了众多的实力开发企业。这一以成都

老工厂区为基础的商圈，拥有着众多的当地住户和追捧

者，特别是在二环以内的板块，除了拥有建设路商圈的

人气外，传统的猛追湾商圈与之紧紧相连，更是形成了

繁华的城市商务生活板块，享有“第二春熙”的美誉。

建设路周边商业街、商场都不断地升级提档，同时

品牌开发商相继入驻打造高品质居住楼盘， 整个片区

的居住品质有了大的提升。据《2011成都统计年鉴》数

据，建设路商圈当年新增企业超过5000家，数万家企业

带来了整个商圈商务商业需求的几何级增长， 为片区

内写字楼、商业、住宅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需求。与之

相对应的，是城区内可开发地块的急剧减少，目前二环

内仅有世茂玉锦湾、万科钻石广场、成都339等几个项

目在售。

居住目的：

商务、商业与居住的和谐共生，同时为投

资者提供了不错的机会。

配套设施

：活水公园

中坚楼盘

：世茂玉锦湾、万科钻石广场、成都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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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道：

一环路、双林路、建设路等，以及地铁3号

线、4号线等

商圈布局：

红星路商圈、建设路商圈、电视塔休闲区

适合人群：

中高端购房者、当地住户、投资者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熊沙杉

区域综述：

火车北站向来都是成都的人气商气聚集

地，不过商圈的交通状况一直不太乐观，居住环境更是

以老小区为主。不过，这样的现状正在发生变化，立体交

通网络的打造以及北改工程的推进，都极大地改变了整

个商圈的居住环境和氛围，加上金牛万达广场等多个大

型综合体项目的建设， 未来财富城北也会成为宜居之

地。

目前， 荷花池市场的外迁工程正在如期推进中，城

北的交通因为地铁1号线的开通也有了很大改善。同时，

金牛万达广场作为北站商圈的标杆项目，将打造总体量

11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 更汇集了万达集团旗

下完整的产品系列，包括超大型的高端商业、高档城市

住宅、精装SOHO、甲级写字楼，涵盖居住、购物、休闲餐

饮、娱乐、办公等多种功能。据悉，除了万达自有的万达

百货、万达影院、大歌星等主力店入驻外，众多的国际时

尚精品及餐饮品牌都已签约入驻，其中首次进入成都的

品牌就超过30%。

居住目的：

享受商圈红利，感受城市繁荣，方便生活

与生意二者兼顾。

配套设施：

摩尔百盛、易初莲花、百佳购物广场、成

都外国语学校等

中坚楼盘：

金牛万达广场

交通干道：

一环路、人民北路，地铁1号线、6号线等

立体交通覆盖

商圈布局：

荷花池商圈、北站商圈等多个商圈

适合人群：

当地住户、周边市场的生意人、投资者

新区有新区的盼头，老城有老城的念想。

在买房这件事上， 是直奔三环外还是流连二环内，

无疑是每位购房者纠结的问题。新区好不好？肯定好！一

流的规划、可期的远景、沸腾的舆论，但凡想象力不甚匮

乏的人，都会得出这么个结论：买新区，就是买未来。关

键，这并不是一场“我拿青春赌明天”式的下注。买新区，

大多有着靠谱的胜算。

当然，当大部分人都信奉“只要未来无限好，何妨现

实太潦草”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坚持留在老城区，留在

二环内。经常和我一起遛狗的杨大爷就是相信“眼见为

实”的代表，他最近张罗着给儿子买婚房，我从南三环一

直推荐到南延线，最后均被杨大爷否决。

“买房，再好不过家门口。”杨大爷虽不懂楼市，但却

懂得现实的方便和时间距离成本。上周末，蓝光

COCO

时

代开盘，他果断下手了。据说，这笔买卖最终成交，全源自

于售姐的一句话：这儿离你家只有“一碗汤的距离”。

无独有偶，同事娟子最近也在看房子，她家住草市

街，想换套更大点的户型。作为地产专业人士，娟子的要

求低得有些过分，“近点就可以。”根本不用同事们推荐，

她便很快锁定了自家对面的新盘“城置·尚豪庭”。“一是

离父母比较近，有个照应；二来在这里生活多年，也不想

走远了。” 娟子的置业理念被同事们定性为 “务实得吓

人”。

可以这么说，对于大部分“老成都”而言，买房，基本

就是以旧址为原点，以三环为边界，出了三环，那就不叫

成都了。这一点，和数量庞大的“新成都”截然相反。在楼

市语境中，前者是狭义成都，后者则是广义成都 。事实

上，两者虽然代表了两种迥异的买房思维、置业方向，但

实际上， 你却不能因为赞同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买

在老城区的现实优势，相比新区的未来前景，同样诱人，

也同样安逸。

只不过，买在二环内老城区，人们的选择面其实一

点也不宽泛。据业内统计，全市近

500

家在售楼盘，分布

在二环内的不足十分之一。 造成这一局面的首要原因，

当属旧城改造难度颇大， 并由此导致土地供给稀缺。尤

其是最近两年来，二环区域内，除了城东成华区还能成

规模推出地块外，其他各区已很难看到新增土地供应。

没有面粉，自然就不会有面包。或者说，市场上少量

的面包就会遭遇哄抢。譬如，位于北一环的金牛万达广

场，

110

万平米体量的超级大盘，

1

年多时间便基本宣告出

清；不远处的龙门镇项目也是热销连连，周边地缘客户

占据绝对主力。随便抽取几个二环内楼盘，蓝光

COCO

时代、世茂·玉锦湾、锦城世家、城置·尚豪庭、阳光新业

中心等，无不是今年成都房地产市场上“说得出 ，叫得

响”的高光项目。

正如一位资深业界人士所言，新城区的崛起，并不

是以老城区的没落为代价。尽管成都楼市主战场不断向

外延展，但城中楼市将始终占据重要一席。它的制胜之

道不在规模、体量，人们内心最青睐的就近原则及地缘

情结是城中楼市长盛不衰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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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0

月

6

日到

10

日 地点：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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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不过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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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波

“30年前我家住在皇城边，梨花街；20年前我家住在一环路边，水碾河；10年前我家住在二环

路边，府南新区；现在，我家已迁往N环路边，温江。”一位老成都曾如是吐槽自己的居住迁徙，“越

住越好的同时也越住越远，但最怀念的还是老城区。”

一业内人士指出，成都的居住变迁史，其实是人们对更为优越的居住条件的追逐。“从内环到

一环，再到二环、三环，甚至现在的绕城外。更高层次的居住形态下，其实是以牺牲距离为代价换取

的。”上述人士总结道。近年来，伴随“腾笼换鸟”战略深度贯彻及旧城改造提速，城中板块迎来了

难得的项目放量。此前，一系列只可能出现在三环外的高品质大盘逐渐现身二环以内。金牛万达广

场、瑞升望江橡树林、来福士广场、保利中心、世茂玉锦湾等项目皆是重要代表。

2012年秋交会前夕，城中板块再次迎来一波楼盘放量。城置·尚豪庭、阳光新业中心、浣花香、

锦城世家、龙门镇等新老面孔纷纷拟定9月推盘计划。为此，成都商报记者深入走访成都二环内的6

个大型商圈，从一片醇熟中挖掘地段、品相俱佳的热点楼盘，力图为购房者提供一份权威翔实的城

中置业指南。

区域综述：

“城市中轴”，这个耳熟能详的称谓足

见人民南路在这座城市中的重要地位。而从天府广场

到南二环一线，则是政府斥资百亿打造的“人民南路

科技商务区”。据悉，这一规划主要包括：商务酒店组

团、核心商圈、商务居住组团三大板块。在人南路起

点，落成近两年时间的仁恒置地广场早已成为城市地

标建筑。 中段位置，9月3日成都来福士广场亮相。9月

底，成都来福士广场购物中心也将正式开业。二环交

界点，一座保利中心延续着人南商圈的辉煌人气和商

气。8月下旬，保利中心投入使用，中信银行、绿地集团

等世界500强企业也将成为保利中心的租客。可以说，

因为汇聚着这座城市最为精华的章节，人南商圈无疑

是城市T台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它不仅代表了这座城

市的面子，更代言着这座城市的精神。

居住目的：

人南商圈因其核心地理位置，供应的

住宅产品大多为高端序列。居住在此，目的很明确：在

优质空间里，享受世界级配套。

配套设施

：四川大学、仁和春天百货、华西医大第

三医院、数码广场等

中坚楼盘：

来福士广场、保利中心、人南国际广

场、华宇蓉国府

交通干道：

人民南路、一环路、地铁1号线、地铁3

号线等立体式交通体系

商圈布局

：红照壁、IT经济圈、棕北棕南、川大、玉

林等多个商圈环伺

适合人群：

精英商务人士、中高端购房者

区域综述：

曾经，骡马市商圈与春熙路、盐市口并

称为“成都商业铁三角”，呈三足鼎立之势。而今，骡马

市商圈却已落后于春熙路、盐市口，中心商务区的地位

也在逐渐下降。复兴，显然已成为骡马市商圈不可回避

的重任。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今后，

骡马市商圈定位应该是中高端购物、 消费的中央金融

商务区，将同时打商贸、金融两张王牌！”上述负责人具

体阐述道，未来3-5年，骡马市商圈将再添5-10家以上

的四星、五星酒店，助推商圈商贸业和金融业崛起。据

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骡马市商圈新开发地产项目约

100万平米，其中商业物业约60万平米，写字楼和商住

公寓约40万平米，投入资金约100亿。分析人士认为，大

量资金涌入骡马市商圈，促使区域内三大板块的商业、

金融发展加快和旧城改造项目提速。几年后，市中心或

将重现春熙路、盐市口、骡马市商圈三足鼎立之势。

居住目的

：目前，区域内鲜有住宅产品供应，仅城

置·尚豪庭一家支撑局面。居住在此，目的一目了然，

购房者难以割舍的地缘情结最为关键。

配套设施：

人人乐、摩尔百盛等大型购物中心

中坚楼盘

：富力天汇Mall、城置·尚豪庭

交通干道

：人民中路、地铁1号线、文武路、德盛

路、北大街

商圈布局

：草市街商圈、玉带桥商圈、太平洋商

圈、富力天汇商圈

适合人群

：周边地缘客户、首次改善型购房者、商

业地产投资者

区域综述

：说到九眼桥，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酒吧一

条街。事实上，九眼桥商业和商务氛围已经逐渐浓厚，

目前已经拥有了香格里拉酒店、香格里拉中心办公楼、

兰桂坊商业街以及天紫界等多个标杆性项目。

同时，25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阳

光新业中心也位于该商圈之内， 项目将汇聚服装、餐

饮、休闲、娱乐、影院等多种业态。除此之外，旁边的水

井坊改造项目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根据成都市的

城市规划，未来水井坊历史街区将保留总体院落格局，

将按照街巷肌理不变、 院落尺度不变和古树名木保留

的原则修旧如旧，还原百年前的历史风貌；位于九眼桥

桥头的天府国际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根据

目前的情况， 可以乐观地预计未来九眼桥片区将彻底

摆脱目前以灯具市场为主要业态的现状， 成为连通东

大街金融片区、九眼桥休闲娱乐区的又一商业、商务、

休闲娱乐集中区，未来的第二个“三里屯”。

居住目的：

休闲、商业、商务娱乐的结合体，满足时

尚人群的生活、休闲、娱乐以及居住需求。

配套设施：

香格里拉酒店、兰桂坊商业街、四川大

学等

中坚楼盘：

阳光新业中心、天府国际

交通干道：

东大街、一环路、地铁2号线等

商圈布局：

春熙路商圈、九眼桥商圈、东大街金融

区相辅相成

适合人群：

商务人士、时尚的青年置业群体、投资者

区域综述：

浣花溪公园、宽窄巷子、永陵公园、琴台

路、青羊宫、杜甫草堂、百花潭公园……西一环商圈拥

有着城中最好的人文及自然环境， 宽窄巷子和浣花溪

公园旁的高品质住宅更是一房难求。繁华的商业、便利

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对于城中的楼盘来说并不稀奇，但

是，有这么多的人文自然公园环伺周边，就显得弥足珍

贵了。

浣花溪居住板块更是成都最早成熟的人文高端居住

板块，片区内以金林半岛为主的传统高端低密居住社区，

以及浣花溪、清水河等资源优势，依托打造了城中的高尚

住宅区。目前，整个片区内基本没有可供房地产开发的地

块，少数在开发的几个房地产项目显得弥足珍贵。同时，

宽窄巷子已经成为成都的一张名片， 浓缩着老成都的人

文精华，商圈内的另一个人文高端居住板块就集中于此，

以锦城世家为代表，人文气息浓厚。

居住目的：

既能享受城市中心的繁华，又能闹中取静

感受成都文化的积淀。

配套设施：

浣花溪公园、家乐福、新城市广场、好又

多、树德中学、泡桐树小学、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等

中坚楼盘：

浣花香、锦城世家等

交通干道：

紧邻一环路、青华路、蜀都大道等多条主

干道，与地铁2号线、4号线、5号线相邻

商圈布局：

骡马市商圈、花牌坊商圈、浣花溪商圈等

适合人群：

高端购房者、人文居住推崇者

代表这座城市的面子

圈商南人

老商圈焕发新生机

圈商市马骡

未来第二个三里屯

圈商桥眼九

圈商环一西

人文高端居住区标

圈商站北

重塑财富城北形象

圈商路设建

打造第二个春熙路

世茂玉锦湾

瑞升望江橡树林

制图 帅灵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