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毫无疑问， 今年成都楼市最热门

的区域，一定是华府板块。众多品牌开

发商的扎堆入驻， 众多H IG H 项目的

陆续面世，吸引了整个楼市的焦点。

今年以来， 几乎所有媒体和房地

产从业人员，都在讨论一个版块：华府

板块。 因为其代表的是城南的重要发

展方向， 必将深刻影响成都楼市的居

住格局、板块格局。因此保利、远大、中

信、国嘉、九龙仓等品牌开发商纷纷入

驻抢滩，大体量的商业配套，也将随之

而起，华府的热度将一直持续。

从其定位来看， 华府板块已经被

公认为城南乃至整个大成都的中央公

园区，既具有城市价值，又具有难得的

生态资源价值。 根据锐理数据统计的

数据， 华府板块内居住总用地面积约

338万平方米，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166.37万平方米， 绿地与广场用地

354万平方米，这里集中了6000亩的南

湖， 锦江与江安河穿流而过，400亩湿

地公园、已建成的锦城公园、大源中央

公园、 占地1700亩的二江寺水文化主

题公园、体育公园、大型湖泊公园等，

在华府板块内最早呈现的核心区内已

经拥有一湖两江五公园的资源优势，

成为成都的中央公园区！

热门板块意味着区域的供应量，

后续开发量将持续增加， 竞争将越来

越激烈。只有具有真正核心价值，不可

替代的稀缺资源， 这样的楼盘才能在

华府板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并为购

买者带来最大的保值增值空间， 最舒

适的居住空间。

天府美岸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特

的，不可替代资源的景观花园楼盘。华

府板块的一切， 不过是天府美岸的区

域配套， 其最为核心的资源是拥有无

敌的景观，江湖交汇，环抱南湖，价值

稀缺。这也是整个华府中央公园区中，

最为核心的景观资源，可遇不可求，以

成都购房者对景观资源的热爱， 这样

的项目，未来不可限量。

如果说华府板块已经变身中央公园区，

堪比纽约的中央公园区， 那么天府美岸，绝

对占据了华府板块中央公园区的核心景观

资源。

打开华府板块的景观地图，会发现最

核心的景观资源只有一段， 江安河与锦

江两江交汇，玉带缠绕，交汇处紧紧拥抱

着6000亩的南湖风景区。周围则散布着大

源中央公园、400亩湿地公园，以及规划中

的滨河公园、体育公园、大型湖泊公园，

形成整个华府板块中央公园区的绿色景

观资源。

而天府美岸，就位于这最为核心的景观

资源中心———在江河交汇，环拥南湖的景观

之中，畅享得天独厚的天然景观资源。对于

喜欢水景的成都人而言，这样稀缺的自然江

湖资源，可遇而不可求。

景观美宅，一步到位，在风景之

中，畅享舒居。

天府美岸主力户型为86～131㎡，

以平均达24%的赠送率，70%以上带入

户花园的臻美户型，礼献城市精英。赠

送空间可创变为卧室、娱乐室、画室、

书房，名副其实的实现套二变套三，套

三变套四，景观房源一步到位。

为了保证舒居品质， 天府美岸的

物业引入了知名物业管理公司———长

城物业，为业主提供英伦管家式服务。

长城物业拥有“奥运物管”的金牌美

誉， 业务遍布全国， 是业界首次提出

6A服务的顶级物业管理公司。而好的

物业，不但可以提高业主的居住品质，

也将成为后期物业保值升值的重要保

障。

在一批次开盘迎来热销之后，近

期，天府美岸还将推出新房源，依然主

打86～131㎡的可变户型， 超高得房

率，直面中庭和江湖环拥美景，极为稀

缺。

（刘婷）

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出于对这

片土地的尊重，天府美岸的开发商要思考的

是，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让业主，享受这

天然的湖、河美景，打造一个高品质景观楼

盘。 所以面对一湖两江交汇的自然盛宴，最

大的命题，就是通过建筑规划来实现最大限

度的观景效果。

经过多次专业的论证和反复的修改，超

大视角、超宽楼间距、半围合式错落布局的

规划终于确定，有效保证了90%以上户型都

能直面湖、河双景，华府板块核心观景台实

至名归，让绝大部分业主都能欣赏到这江湖

环拥的美景。

为了进一步打造舒居花园楼盘，天府美

岸的开发商， 牺牲了建造更多房源的诱惑，

只在30%土地上建筑， 其余全部留给风景，

保证了户户瞰景的极致；而花园式停车场、6

米挑高的花园架空层，更是将风景播撒到生

活的每一个细节；A R T - D EC O 百年经典建

筑，极具韵律感的立面和顶层圆屋顶，将景

观美与建筑之美，融为一体。小区园林，则打

造为东南亚风情园林，将水作为灵魂，自坡

地而下的水系，层层叠叠拾阶而下，与泳池

的波光粼粼遥相呼应……穿过下沉式休闲

广场的恬静、领略景观大道的纯粹、步入景

观架空层的惬意，回家的路，就像一场花园

中的风情度假。

开发商：成都润成投资有限公司

物业类型：临河品质住宅

面积区间：86～131㎡

物业地址：南湖风景区南岸

两江交汇处 （二江寺古桥旁）

江湖交汇处

华府板块中央公园区

核心观景头排

270°观景开角

90%的户型

直面湖河双景

在最热的区域

占据最优质的景观资源

稀缺才是价值

超高得房率

86～131㎡景观美宅

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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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周翔出国留学，就读的是澳大利

亚的一所高中。 高中读了一年就考大学，当

时， 澳大利亚排名前5的高校同时给他发了

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的是莫纳斯大学。

3年大学生涯， 周翔接触到了许多前沿

的商业课程和营销理念，他由此萌生回国创

业的念想。2008年，周翔学成归国后，恰巧遇

到集团准备做一个盐化工项目，但经过多次

论证后来放弃。与此同时，摆在天乐集团的

两个现实问题是：怎样盘活沉淀资产？怎样

发挥核心资源优势？

2010年，经过多次论证，集团决定进军

房地产， 其中， 地产板块由周翔全权负责。

2011年9月，开始组建地产团队。“我们正在

开发的天悦城和即将开发的彭州项目，既响

应了政府规划的要求，同时也顺应了集团产

业多元化的战略。”周翔表示，做地产是必

经之路，也是必由之路。

记者了解到，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筹备，

目前首个项目“天悦城”将在本月底正式亮

相。此外，地处彭州的100多亩用地目前正在

进行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同时，公司还与彭

州市政府在洽谈，计划在彭州建一个产城结

合的大型综合体项目，目前规划三大核心业

态：传统中医药文化产业，集餐饮购物为一

体的特色商业中心与高端住宅，以及医药物

流和仓储基地。在乐山，公司还投资参与一

个水电站项目，周边可整理开发建设用地逾

千亩，将为企业未来在地产方面的可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

周翔说， 开发商的核心是如何整合资

源。因为在房地产的整个链条上，每一个环

节都有专业的公司。所以，开发商要干的事

情是把资源做到有效整合，包括土地、银行、

团队、服务、商业资源。

“我们现在的土地储备，可以满足未来

5～10年的开发， 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随

便。”周翔认为，只有做稳才能做大。现在的

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充分竞争时代，老百姓

买房和投资也很理性，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那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除了产品，周翔还谈到了做大企业的核

心理念： 打造标准化的商业模型。“只有做

到标准化才能快速复制。” 记者了解到，目

前天悦城的17万平米商业，规划了三大核心

业态：日常消费性商业、甲级写字楼和五星

级酒店。

在周翔看来，传统商业受到网络电商的

巨大冲击， 购买型商业已经走过黄金时期。

“新型商业要满足现代市民方便和快捷的

需求，我们的思路是：引入与老百姓日常生

活最紧密的商业业态。”记者了解到，天悦

城目前已经引入欧尚超市，未来还将引入影

院、大型餐饮、休闲、娱乐等。

天府美岸：

别人卖板块 我们卖资源

华府板块核心观景头排，90%的户型，直面6000亩南湖

Headline

对于天府美岸来说，今年最热门的华府板块，中央公园区的定位，城南的城市价值，便利的交通，未来的

发展前景，众多品牌开发商的蜂拥入驻……都只是最基础的配套。其最为核心的价值点，是独一无二，最为稀

缺的天然景观资源。打开华府中央公园区的景观地图，天府美岸就在最美的一段：锦江和江安河交汇之处，环

抱着6000亩南湖景观，玉带缠绕，水景依依。天府美岸的开发商，以超大视角、超宽楼间距、半围合式错落布

局的规划，保证90%的户型都能直面江湖相拥的美景，致力于打造华府板块最具特色的景观花园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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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大鳄转身地产时 小老板只有23岁

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四川天乐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周翔

四川天乐集团始建于1989年，注

册资金1.2亿元，2010年总资产近10亿。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四川天乐集

团已成为中国医药行业的大鳄。

目前， 天乐集团总资产已达150

余亿， 年产值160多亿元。 在成都市

场， 很少有人知道天乐集团还有地产

业。这一切，始于2010年。

那一年， 集团决定进军房地产，盘

活公司沉淀资产，依托房地产业发挥集

团核心优势。提出这一战略的是，是一

个80后，那一年他才23岁，他叫周翔。

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天乐集团

一号作品“天悦城”将于8月底亮相。

从该项目的规划和定位来看将填补

城北市场的空白。面对新行业、新项

目、新团队，周翔坦言“压力不小”。

那么， 过去两年， 他做了些什么?未

来，他还要做什么？

上周六，在城南一家咖啡厅，周翔

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地产心和地产梦。

谈创业 留学归来做地产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周翔说，合

适的就是最好的。譬如，跑报建手续的员工

性格就要开放，而做财务的员工就要谨慎细

致。这一点，首先反映在人才招聘上。周翔透

露，在人员招聘时，他首先看的是对方的人

品，其次才是专业水平。“目前，我们整个团

队不敢说专业水平最强，但各个岗位上的员

工都很有责任心，都很正直。”在团队管理

上，周翔的管理心得是：一个公司能否留住

人才就看三点：公司愿景、团队建设、福利待

遇。“公司愿景， 即你要明确告诉员工未来

5～10年，企业能做多大能走多远，要给员工

一个归属感。团队建设上，要建立好有效的

激励机制，保证员工的积极性。企业老板要

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矛

盾。福利待遇方面，要让员工的付出得到回

报，同时，要给员工提供通畅的上升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售楼电话：69938888� 69936666

天乐集团

四川天乐集团始建于

1989

年， 注册资金

1.2

亿

元，

2010

年总资产近

10

亿

元人民币。 公司依托强大

的产业优势和不断积累的

资本实力， 采用科学规范

的管理方式和独特的经营

模式，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独树一帜。 经过

20

年的发展， 天乐集团现

已发展为集医药、房地产、

能源、 矿产和产品进出口

平台等产业链的大型综合

化集团， 下辖四川天绿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天

乐药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等十家企业及

500

余家医

药连锁加盟店。

天乐地产&天悦城

天乐地产公司由集

团全资组建，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经公司多年运营积

累，现已整理成都、彭州、

乐山等地区优质土地逾千

亩， 拟总开发面积超过百

万平方米， 拟开发物业形

态包括城市综合体、 星级

酒店、高档度假物业等。天

悦城是天乐集团打造的首

个地产作品， 也是成都北

改的龙头项目。 项目总占

地面积

108

亩，规划总建筑

面积

30

万平米， 项目集商

业、甲级写字楼、高尚住宅

为一体， 建成后将成为城

北的一站式城市生活购物

中心。其中，项目

17

万平米

立体商业，汇集大型超市、

品牌商铺、特色餐饮、酒楼、

电玩游乐、量贩

KTV

，全面

满足市民吃喝玩乐的需

求。目前，项目已经与欧尚

超市正式签约。

8

月中旬 ，

项目将正式亮相。

谈理念 先做稳再做大，实现商业模型可复制

谈管理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