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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010 年 9 月 27 日，成都第一条地铁线开

通，贯通南北方向，但单一的线路尚无法满足

大部分市民的需求。 2012 年 9 月 16 日，贯通

东西方向的地铁 2 号线开始造福市民，与地铁

1 号线交会，成都地铁网络“十字”骨干的搭

建完成。 而地铁带来的改变，已远远不止是便

捷的交通、居住格局的变化，更影响着人们的

置业观，催生出新的置业标准———地铁房。

“住地铁边，想去市区逛街路程再远也不

怕，十几分钟就到。”“有地铁可乘，去哪儿都方

便，而且郊区房价比市中心便宜。 ”住在地铁 2

号线附近的市民很兴奋。 一对 80 后小夫妻表

示：“成都的首个地铁线开通时，正是大多数 80

后刚需买房的时候， 那时候选房就想着赶个潮

流。住在地铁旁，就好比以前选房都要看周围有

没有公交站，现在都看有没有地铁了。 ”

不言而喻，住地铁旁已然成为一种时尚。穿

戴整齐的白领不用因挤公交车而乱了衣衫；老

年人既可以享受到郊区的宁静， 同时到医院也

方便了。随着地铁网络的扩建和完善，地铁带来

的生活便捷愈发明显， 越来越多人的置业目光

将跟随着地铁线路转动。 两年前，“跟着地铁 1

号线去买房”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现在，“跟

着地铁 2号线去买房”，又被购房者们喊响了。

加料不加价 跟着地铁买蓝光·锦绣城

作为蓝光九月首波优惠潮， 成都楼市前

所未有的让利幅度将在蓝光呈现。 凡在活动

期间购买蓝光·锦绣城的客户，只需要加 1万

元， 即可轻松将大热车型雪佛兰科鲁兹开回

家。 蓝光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雪佛兰，东风

雪铁龙、东风标致、一汽大众、北京现代等多

个品牌多款车型，也将陆续加入此次活动，为

广大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据悉，房车一体化

的套餐将持续至 9月 30日。

5 分钟

即达地铁口，

8 分钟

可到东客站，通达全城

蓝光·锦绣城到地铁 2 号线仅需 5 分

钟，距离东客站仅有 8分钟的路程。 三环路、

老成渝路、东大街东延线、成龙路等多条主

干道组建立体交通体系，不换乘即可通达全

城，让出行更加轻松。

7大名校环绕

城东配套成熟的教育大盘

蓝光·锦绣城矗立于名校圈。 金苹果幼

儿园、艾毅智能幼儿园已开园；成都树德小

学与项目仅隔一个市政公园；10分钟车程即

达四川师范学院东区、四川师范大学。 书香

不离席，享受 15年全程式教育体系。

57～105㎡全能舒居

即将盛情加推！

此次，蓝光·锦绣城 57～105㎡全能舒居

再袭城东，从精致两房到奢阔大三房，满足

不同年龄层客群的生活需求。 蓝光·锦绣城

【伊丝丹郡】即将盛情加推，数量有限，错过

难再得。 约 40～300㎡威尼斯风情商业街稀

市金铺同期面世，火热销售中。

蓝光·锦绣城 6600 元 /㎡起，东三环地铁旁 57~105㎡全能舒居，即将载誉加推

成都楼市，

“ 地 铁 物

业” 已经不再是

一个新鲜名词，

但其关注度从未

减少甚至与日俱

增。 不管是对于

刚性需求者还是

投资者， 地铁物

业带来的便利以

及所产生的增值

效应都让大家趋

之若鹜。 都说“地

铁一响， 黄金万

两”， 随着地铁 2

号线的开通，沿

线站点附近的楼

盘售价也水涨船

高。 然而，蓝光·

锦绣城却没有傍

着 2 号线涨价，

反而推出了优惠

活动。 现在购买

地 铁 2 号 线 物

业，蓝光·锦绣城

不容错过！

据统计，地铁 2 号线沿线的楼盘

有 140 多个，区域上主要分布在地铁

首站和末站附近。 最西边， 受地铁 2

号线影响最大的将是郫县犀浦；最东

边，主要影响到的是龙泉区域。 在众

多地铁 2 号线沿线楼盘中，城市中心

地区的楼盘价格已经达到了高峰，让

普通购房者望而却步，而市郊楼盘的

配套又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情况

下，目前适合购房者而且又非常具有

升值潜力的楼盘， 蓝光·锦绣城肯定

算得上一个。

今年 2 月，【维堡组团】17 栋亮

相热卖 300 套；4 月，【格林组团】加

推 3 小时劲销 228 套， 揽金 2 亿；6

月，【维堡组团】开盘 2 小时热卖 280

套， 平均 1 分钟卖 2 套；9 月 1 日，

【伊丝丹郡】组团开盘 3 小时 242 套

房源售出 90%……蓝光·锦绣城每一

次开盘均能引起一股热潮，以实力征

服城东。

“选房是件让人头大的事情，要

考虑的因素很多，价格、交通、配套、

户型等这些都很重要。 锦绣城的各项

条件都很好，现在地铁 2 号线又开通

了，更是为它锦上添花。 ”现场看房的

刘先生表示。 单从区域上来看，蓝光·

锦绣城所处的片区，是城东目前规划

发展势头最好的区域。 作为“东部新

城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区”的城市

商业副中心，城东已经成为继城南之

后，区域规划建设投入手笔大、高端

住宅项目集中、标杆房企争夺非常激

烈的区域。

不仅如此， 项目配套也十分完

备， 除自身拥有的步行商业街外，周

边更是商业配套林立，龙之梦、海峡

城、凯德广场等大型综合体让锦绣城

的繁华比肩城南。 项目完善的立体交

通体系，三环路、老成渝路、东大街东

延线、成龙路等多条主干道，更有东

客站带来的远行交通支撑，已经开通

运行的地铁 2 号线就在家门口，使蓝

光·锦绣城成为目前成都少有的地铁

亲临物业。 此外，树德小学、四川师范

大学、金苹果幼儿园等名校名园就在

旁边， 省医院附属医院步行可达，全

程式教育、医疗体系保驾护航。

在

买房就买地铁旁

地铁房已成购房者首选

地铁物业升值空间显而易见

蓝光·锦绣城持续被热捧

现在， 蓝光·锦绣城全新组团

【伊丝丹郡】主推的 57～105㎡创意

两房及舒适三房的精致户型，户型方

正，功能布局合理，户户带飘窗或超

大落地窗，空间舒适感极强，最大限

度上满足了刚需群体的不同需求。最

让人惊喜的是，尽管地铁 2 号线开通

为蓝光·锦绣城带来了诸多利好，但

开发商还是决定以原来的价格销售

新房源。 “本月初， 我们新推的 200

多套房源， 很快就被购房者选购一

空。当时还有 100 多组客户没有买到

【伊丝丹郡】， 所以我们决定紧急加

推第三栋房源。为了对前期排号的老

客户负责， 也为了吸引更多新客户，

我们这次的价格维持原价，6600 元 /

㎡起。 ”蓝光·锦绣城的营销负责人

解释说。

（杜娟）图据开发商

6600元 /㎡起买地铁房

蓝光·锦绣城受全城刚需青睐

详询：82005252

不可错过蓝光·锦绣城

的四大理由

蓝光房交会，买房 +1 万，科鲁兹开回家

蓝光·锦绣城项目区域地图

蓝光·锦绣城商业效果图 蓝光·锦绣城内庭效果图

蓝光·锦绣城内庭效果图

凯乐国际售楼中心开放

昨日，城南二环路凯乐国际亿元售楼部正式开放。 项目亮

点不仅是与希尔顿酒店跨界合作， 开辟创新型酒店商务办公

区，为企业带来更高端的国际商务体验，还在于规划中的千年

宋瓷博物馆建成后， 将服务于企业打造成都首席商务会客厅。

凯乐国际旗下共拥有 4 条高端产品线： 海派精工甲级写字楼、

五星级酒店式商业、HILTON 总裁私人空中会所、 珍宝级顶跃

总部办公区。

（李姝）

彭州首个城市综合体置信·逸都城亮相

9月 16日，置信·逸都城正式亮相。项目地处牡丹新城核心，

由购物中心、四星级酒店、商务写字楼、风情商业街组成，以国际

HOPSCA 开发理念，集品牌服饰、大型商超、电影娱乐、电器数

码、美食休闲、酒店办公等多功能于一体，总体量逾 10 万平方

米，是彭州市目前规模最大的城市综合体。 目前置信·逸都城已

经吸引众多知名品牌强势入驻，包括沃尔玛、苏宁电器、肯德基

餐厅、太平洋影城以及屈臣氏、NIKE换季优惠店等。

（刘瑞国）

星岛国际开盘热卖

近日，位于金堂大学城内的城市综合体“星岛国际”盛大开

盘，推出约 5万平方米商铺，面积 40~500平方米。 截至当日下午 2

时，项目成交金额 2.1亿，去化率超过 45%。 据悉，星岛国际占地

230亩，总建 37万平方米，受四川师大文理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希

望学院、 西南航空专修学院等三所大学落户金堂及金堂天府水城

新区等规划利好推动，此次开盘受到了投资者的强烈关注。项目还

将于近期推出 70年产权 48~77平方米精装公寓产品。

（王胜波）

万科装修房阳光交付

日前，万科·海悦汇城一期正式交付，共 1088套房屋，全部为

装修房。 20名市民跟海悦业主一起，“体验”了万科的房屋交付全

流程，他们对万科“先验房再收钥匙”的交付流程，以及从房屋保

修到物业的全程服务表示了钦佩。 万科还携手几大知名品牌家装

公司，打造了 6间全装修的“交付软装样板间”；同时，万科物业为

业主提供“成都市同期低价保障，如客户发现市面上更低于现场

价格的，商家双倍返差”，让业主真正实现拎包就入住。

（王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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