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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门廊极致华宅耀世登场

ICC天曜6号楼：

一骑绝尘的城市“孤品”

Headline

香港新鸿基是业界公认的“豪宅”专家，这一点仅从天曜的被“拷贝”程度便可窥探一二。2012年3月，天曜首

期亮相，其大尺度的产品设计被后来的众多开发商效仿。而天曜案名推出后，区域其他项目也纷纷跟进以“天”字作

为案名，甚至一些楼盘的广告调性也在模仿天曜，一时之间，天府门廊的楼盘被业界戏谑为“天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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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千米沙河、400亩塔子山公园， 天曜在城

市资源占有上，无疑独具优势。坐拥一线无敌

景观视野，聚焦城市繁华配套，让天曜找不到

短板，无懈可击。

放眼世界， 全球知名顶级住区无一例外

地诞生在经济发达的重点城市， 而它们都有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拥有不可复制的城市

资源，耳熟能详的曼哈顿中央公园、伦敦海德

公园，以及上海陆家嘴，无不如此。这些地带

的高端住宅项目大多资源天造， 可谓全球罕

见，其价值在短时间内被放大到极致。有数据

显示， 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大宅价位普遍超越

上千万美金， 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大宅更是

飞速升值至一亿。

天曜，同时拥有公园、河流两项稀缺景观

资源，在不可复制的自然资源之上，带来前所

未有的生活享受。据了解，天曜是整个IC C项

目中距离沙河最近的地块， 而作为占据这个

地块最核心位置的6号楼产品，则是对天曜拥

有的稀缺资源的另一种极致表达。

“可以说，天曜所处的地块，是整个项目

308亩土地中最宜居的部分之一。无论从规划

还是设计方面， 新鸿基都非常注重天曜的宜

居性以及稀缺性， 而作为天曜的核心，6号楼

则是为精英阶层量身打造的产品， 在景观资

源以及配套资源的占有上，6号楼都堪称极

致。” 成都IC C项目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

有业内人士称，作为天府门廊的带头大哥，天曜的一举一动无不引起业界侧目，而近期天

曜将推出6号楼新品，无疑又将在业界刮起一股“天曜旋风”。

2013年群雄逐鹿的大户型市场， 其参与者基本上是成都房地产市场上实力最强的开发

商，每一家都有自己参与这场竞技的独门本领，而主要战场则在天府门廊。作为天府门廊的带

头大哥，IC C天曜无疑引领了整个区域的发声。

2012年，天曜连续两次独占楼市高端销量的鳌头；2013年，天曜又将续演奇迹。据悉，近日

天曜将推出位于最中心位置的6号楼新品， 用一位资深业内人士的话形容：“天曜是城市中央

豪宅地脉的‘孤品’，而天曜6号楼则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

新鸿基地产以开发高端物业见

长， 香港IC C天玺一直以来都是全球

高端住宅的价格标杆；而IC C商场、酒

店与写字楼的相继开业，则带动了整

个区域物业价格的节节攀升，成为香

港最保值增值的物业。 长袖善舞，经

过多年的精工细作，新鸿基地产又在

上海成功复制了IC C 模式。8月5日位

于淮海路核心地段的上海IC C商场i-

apm 试营业， 数十家国际一线潮流品

牌集体亮相，引发整个上海商业市场

“地震”，继上海ifc之后，业界再一次

感受到新鸿基地产在商业运营上的

造诣。被寄予厚望的成都IC C ，无疑将

再次刷新成都高端物业的多项纪录，

成为一张闪耀的城市名片。

IC C 作为旗舰级的城市综合体，

为居住带来的便捷性十分突出。以目

前正在推售的成都IC C 天曜6号楼为

例，地处整个项目最中心的位置，从天

曜6号楼步行至IC C商场， 只需要3分

钟。在这里，奢侈品旗舰店、零售百货、

精品超市、美食广场、特色餐厅、电影

院…各类配套应有尽有。值得一提的

是，IC C商场与地铁站无缝衔接，从商

场切换到地铁只需1秒，在道路愈加拥

堵的今天，不需要开车，不需要等待，

即可前往任何目的地。

众所周知， 优良的景观资源是高

端住宅的生命，更是灵魂。若是不能推

窗见山、见水，那高端住宅便不能称其

为高端；但同时，最舒适的高端住宅，

也不能缺少都市中的繁华和便捷。

从交通配套来看， 成都IC C天曜

是地铁2号线和8号线（规划中）的上

盖物业，周边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

密布，尽享城市繁华；沙河环绕、毗邻

400余亩塔子山森林公园，觅得繁华中

难得的宁静；从功能上分析，除了区域

内成熟的生活氛围外，天曜还可享受

来自IC C本身丰富业态组合带来的生

活配套。可以说，天曜几乎囊括了这座

城市最核心的人文资源、景观资源、教

育资源、生活资源。

天曜的每一处细节无一不透露

着新鸿基地产“以心建家”的标准，包

括规划、建筑、园林、空间等，每一个

不起眼的细节，都注入了新鸿基对高

端住宅的苛刻要求。城市繁华与高端

私密住宅体验的两种标准，在天曜得

到了极致展现。 这也体现了新鸿基41

年沉淀的开发经验和良苦用心，让每

一寸土地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宋皇）

据成都IC C项目相关人士透露，此次天曜

推出的6号楼依然坚持新鸿基的一贯高端标

准，强调户户大尺度，户户大景观的绝佳视野

表现。 为了让业主能够拥有最大的景观视野，

设计师将楼栋的位置、间距，甚至衔接角度均

进行了严格分析测算，使天曜的建筑由西向东

错落排布，呈现出如流水般的灵动感。

从天曜的布局不难看出，6号楼被景观泳

池环绕，同时距离会所最近。在6号楼的任何

一个房间推开窗户，眼下便是景观泳池。而由

国际著名的景观设计公司———贝尔高林为天

曜量身打造出以星空为主题的6大特色景观，

完美迎合了成都人亲近自然的乐趣。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三环外亦塔楼密

布的今天，天曜6号楼依然选择以板式结构诠

释高端的特性，纯板式的布局，带来极佳的景

观视野，前望中庭，后享泳池，非凡视界，让天

曜更加宜居。

关键词1：

占尽资源 天赋华贵 为精英量身打造

关键词2：

纯板式布局 从阳台到泳池 只需10秒

关键词3：

独享便捷

从宁静到繁华

只要3分钟

贵宾专线：

028� 82008588

天曜6号楼

127~175平方米纯板式华宅

现正接受优惠权预订

成都

ICC

效果图

天曜会所泳池效果图

天曜效果图

近期，由成都龙湖地产主办的“龙湖创

业20年·首届少儿艺术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这场培养城市小小艺

术家的启蒙之旅， 还将走进龙湖·时代天街、

龙湖·弗莱明戈、龙湖·世纪峰景和龙湖·悠山

郡，并将于8月底闭幕。其内容丰富的启蒙讲

座、绘画大赛、大师画展、现场彩绘等系列活

动，成为城市最值得期待的少儿嘉年华盛会。

上周六， 少儿艺术嘉年华的首站活动走

进龙湖·金楠天街， 蓝顶美术馆创始人之一、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杨冕和成都电视台著名主

持人7音为成都龙湖各大项目业主、 客户、蓉

城各大媒体朋友和参加活动的 “小小艺术

家” 带来了一场有声有色的艺术启蒙课，并

指导了众多“小小艺术家”参与 “小世界，

大梦想”的SM A R T彩绘活动。小朋友们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意多彩的绘画， 让现场的

大人们大开眼界。

此次嘉年华盛会， 是成都龙湖为龙湖创

业20年盛典准备的特别大礼， 也是龙湖进入

成都的第8年， 感恩广大业主8年同行的真诚

谢礼。除了公益性的少儿艺术嘉年华，成都龙

湖还整合了各大在售项目，推出“千万钜惠，

感恩成都”大型促销活动，各项目业主均可

参加周年庆活动， 购买龙湖各项目均可享受

额外2%优惠。 在这个20年一遇的非凡八月，

邀您共舞龙湖。

（赵述锦）

8月4日，新双楠首信汇销售中心、个性的

样板间正式开放，开发商别开生面地准备了

多场活动，从下午到夜晚，来访客人被该楼

盘时尚、丰富的主题活动所吸引，同时也对

这个占据武侯新城百亿商圈核心的60万方主

题城市综合体项目了解得更加深入。

活动当天下午，首信汇的超豪华车展、靓

车美女吸引了众多客户前来围观，到了晚上8

点，时尚品鉴会活动正式开始，从歌手献唱到

魔术泡泡秀， 再到令人惊艳万千的 “激光

秀”，为购房者展现了一个奇幻瑰丽的夜晚。

首信汇样板间的开放，让期待已久的众

人有大开眼界之感， 全实木的弧线结构，连

接售楼部一二层， 据说这是许多大型城市公

建配套如图书馆才会采用的建筑结构！ 据了

解， 该设计由世界一流的建筑设计公司———

英国BEN O Y担纲，而首信汇60万方的综合体

规划设计，也出自其手笔。

新双楠60万方主题城市综合体———首信

汇，规划了家庭、娱乐等4大主题商业核，更是

围绕4大主题建立了包含主题shopping- m all、

主题购物街、动漫娱乐城在内的8大城市功能

业态。据了解，首信汇首批次特供房源：63～

93平方米新青年时尚住区， 排号正在火热进

行中，近期就将开盘，现个性样板间和销售中

心已全面开放。

（叶涛）

日前，四川省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观摩交流会在成都银泰中心举行，据中建八

局西南公司总工程师兼银泰中心项目经理赵

亚军介绍，目前银泰中心已经取得6个国家级

奖项，在施工中，中铁八局使用了多项先进的

建筑施工技术。

据悉，银泰中心使用的液压爬模系统为

四川省首例，本系统自带操作平台，无需搭设

脚手架，质量效果好，安全系数高，模板随操

作平台自动爬升，节约搭塔吊次数，节约大量

木材，符合绿色施工要求。

此外，中建八局在银泰中心的施工中使

用的建筑外遮阳技术、屋面保温系统、混凝土

余料及工程废料的收集及再利用、 地下水回

收再利用、雨水收集系统、LED 灯带在群塔塔

臂中的应用等绿色设计技术。

目前成都银泰中心已经在北京进行预

展， 目前华悦居已经售出70余套豪华酒店公

寓。作为成都知名的高端城市综合体，成都银

泰中心涵盖了华尔道夫酒店、 高端精品购物

中心、精装总裁府邸华悦府、服务式精品公寓

华悦居、超甲级写字楼五大业态于一体。建成

后的成都华尔道夫酒店将配有近300间客房，

预计于2016年开业，是西部首家，同时也是中

国第三家华尔道夫酒店。

（赵述锦）

楼市

直通车

写字楼集中开进龙泉

2013，龙泉世纪板块迎来商业供应潮

创业20年

龙湖首届少儿艺术嘉年华启幕

60万方主题城市综合体

新双楠首信汇亮相

成都银泰中心

举行绿色施工示范工程观摩交流会

市场现象

商务商业项目首次集结

2013年， 商务商业项目在龙泉世纪城

板块集中入市。

今年5月，记者驱车在龙泉实地踩盘时

发现， 第九空间大厦已在路边竖起大型路

牌。据了解，该项目由成都市闽台中天投资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

万平方米，建筑高度约138米，一座集商业、

办公为一体的一类超高层综合性建筑，也

是龙泉驿目前在建的第一高楼。 据该项目

销售部蔡经理透露， 项目共规划了商业和

办公中物业形态。其中，1~5楼规划的是商

业，包括精品店、大型餐饮、K T V 、休闲娱

乐。6~30楼是写字楼 （注：6~9楼规划的是

酒店。）

看重商务商业市场的企业， 不仅仅是

闽台中天投资， 还有银河投资。 据记者了

解， 银河投资已在世纪城板块成功开发了

多个项目：譬如，银河博美装饰城、经开区

总部经济港、银河汽车配件产业园等。据项

目人士透露，今年新推出的两个新项目：湘

银国际大厦和银河国际广场， 主要业态是

商业和商务，目前已开始建设。其中，驿都

大道的湘银国际大厦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

米，涵盖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8万多平方米

的写字楼和酒店公寓， 预计今年11月下旬

入市。未来，项目将引入国际品牌超市、家

居生活馆、休闲餐饮娱乐、金融、便利店等

商家，打造一站式配套项目。

市场需求

产业壮了 需求就大了

数据显示：一季度，龙泉驿区G D P首

次坐上全省所有区市县的 “头把交椅”：

全区 G D P 达到 182.6亿元 ， 同比增长

17.8% ，首次超过高新区。据了解，龙泉经

开区已经集中了364个工业项目，40余家

世界500强企业， 逾50家上市公司，240余

家建成投产，逾100万台整车生产。整车预

计实现2000亿元产值规模， 汽车零配件

3200亿元产值规模，汽车研发、娱乐等相

关产业2000亿元规模。

冯珏告诉记者， 很多汽车厂家实质上

是把整车生产的基地落到了成都， 这样自

然带来了大量的科技骨干， 尤其是很多为

这些厂家定向培养的学生， 都跟着一起来

到成都。最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工人的收入

甚至比白领高。据冯珏透露，他们了解到，

一汽大众装配线上的工人，年收入在6万～

10万元左右。

据记者了解， 目前经开区规划有工人

的集中居住宿舍，解决工人住宿问题，预计

体量在100万平方米左右，即使按照最高的

居住强度，也只能居住8万人。所以，目前居

住需求的缺口还很大， 高品质的商业商务

缺口更大。 业界人士魏浩表示，2012年，大

面镇吸引多家大牌开发商入驻， 肯定是因

为这个区域的产业支撑。他说，“龙泉楼市

的发展后劲与高新西区有一定相似性，都

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都有大型工厂。”

成交行情

新项目销售业绩超预期

供应短缺之下， 新入市的项目挖到了第

一桶金。据了解，7月6日，第九空间大厦首次

开盘，当天销售金额达2.3亿元。此前，还有多

个项目推出公寓，销售业绩超出预期。如，炜

岸城的公寓产品“炜岸·米拉”，3月底开盘热

销近百套。百悦集团营销经理朱鸿告表示，去

年亮相的百悦M O C O 公馆经调整后，预计今

年11月推向市场， 总量约2000套， 面积区间

35～70平方米，目前已经积累了几百组客户。

蔡经理表示， 随着世纪城板块汽车产

业走强，该区域的商业尤其是写字楼市场，

肯定会成为成都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冯

珏表示， 庞大的汽车产业链将集聚庞大的

产业人群和消费力。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

将直接刺激区域商业配套和居住需求。

持该观点的还有其他业界人士。 成都写

字楼信息网总经理李东称， 龙泉有汽车产业

支撑， 区域内的大型汽车商家对商业和商务

产品肯定有需求， 但过去一直没有供应。因

此，在这里建商业商务项目肯定有市场。

“我认为，龙泉以经开区为圆心，以地

铁2号线为中轴的大板块， 其崛起刚刚开

始。”冯珏告诉记者，龙泉会成为像城南那

样的城市样板区域。 按照目前天府新区的

规划，龙泉汽车及其关联产业是重要支撑，

而经开区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未

来，在此汇聚的资源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

是汽车制造业。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柏喜

2013年，成都商务商业项目多点开花。继城西出现写字楼聚集后，城东龙泉驿迎来商

务商业项目集中入市。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龙泉世纪板块，已经聚集了第九空间大

厦、银河湘银国际、银河国际广场、绿地格兰德等项目。规划显示，上述项目规划的

核心业态是商业和商务。

锐驰营销总经理冯珏表示，龙泉首次出现商业项目聚集，是因为

区域规划、市场需求以及产业支撑。第九空间大厦销售部蔡经理告诉

记者，这是公司第一次在成都开发项目，当初选择该区域是因为市场

缺乏商业配套项目，尤其是高品质办公和商业配套项目。记者还了解

到， 进入世纪板块多年的银河投资，

近期推出2个新项目，同样是因

为看好区域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