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五，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的成

立， 引发了地产业界及广大购房者的强烈关

注。其中，旨在打通全川购房渠道的成都团房，

也成为此次新闻发布会的焦点。在被注入中国

第一都市报《成都商报》及成都市政府新闻门

户网站成都全搜索等更多媒体资源后，成都团

房正式以全新面貌亮相。

据悉，全面升级后的成都团房将被打造成

一个“西部第一、全国领先”的房地产营销传

播平台，最终目的是将营销触角伸向消费者终

端，以应对市场对于营销精准度的需求。成都

商报记者同时获悉，依托于成都商报系房地产

运营中心全川立体渠道，成都团房第一次大型

活动即将推出。8月24日、25日两天， 成都团房

将针对全川购房者举办一场名为 “成都商报

系2013春熙路盛夏房交会”的盛大房展活动，

目前参与活动的楼盘有绿地国际花都、龙湖北

城天街、龙湖金楠天街、龙湖时代天街、远大林

语城、蓝光幸福满庭、蓝光空港国际、蓝光coco

红街系列、蓝光花满庭、蓝光东方天地、恒大·

帝景、中铁西城等项目。遍布成都城东、城南、

城西、城北各个行政区域以及周边郊县，房源

以及产品类型丰富多样，无论何种购房者均能

在此挑选到自己满意的户型。

网站 登录tf.chengdu.cn， 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到成都

团房目前团购楼盘及各种优惠，并可直接在网上报名参与团房。

专业呼叫中心 拨打成都团房客服热线4000400101

（只收市话费），接入客服热线后按“0000”后转入成都团房人工

服务，可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属购房咨询服务。

QQ群 购房者加入QQ群247033637，不仅能获得团房

客服提供的购房优惠咨询，还能得到群内资深团友的帮助。

参与

方式

先到春熙路

成都好房，等你来团！

优 / 质 / 房 / 源 / 推 / 荐

在成都商报成都团

房特刊发行当天报名参

加成都团房， 并到访楼

盘现场且在一周时间内

即8月15号之前下定金

购房， 在成都团房交纳

团购服务费的购房者还

能获得由成都团房提供

的 ipad� mini， 最终未

买 房 者 需 退 还 ipad�

mini等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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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川第一营销传播平台成都商报系房

地产运营中心上周成立；

拳头产品“成都团房”全面升级，第一

波活动推出，30成都名盘汇聚春熙路；

立体渠道重点覆盖全川15城，最大优

惠报名即可享受；

月买房成都

成都团房“惠上惠”

三重好礼全川会员独享

7月底，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

中心成立发布会举行， 至此打通全

川购房渠道的“成都团房”再次成

为公众舆论的焦点。 而旨在打造成

为“西部第一、全国领先”的房地产

营销传播平台也不负众望，8月即全

面开启二级城市会员专享 “惠上

惠”活动，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

截止。据了解，成都团房“惠上惠”

专门针对二级城市会员， 二级城市

购房者在8月份参与成都团房可享

受成都团房合作楼盘提供的超值抵

用优惠。 提前在成都团房报名到访

并购买成都团房合作楼盘的， 更能

获得抵用优惠的九折优惠。 比如目

前成都团房正在与远大林语城合作

五千抵两万团购活动， 只要购房者

提前在成都团房报名再到访楼盘现

场购房，就可享受成都团房在8月份

提供的折扣“惠上惠”，即只需四千

五便能够抵用两万元放款。

不仅如此，8月8号成都团房三

重好礼等你来！

更多购房惊喜等你来， 详情

咨询拨打：4000400101

买房就来“春熙路盛夏房交会”

好房云集 优惠汇聚

“为配合全新升级后的成都团

房， 我们将于8月24日、25日两天，在

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打造一场大型

落地房展。”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

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 优质房源多、

优惠力度大是此次房展的显著特点。

据悉， 此次春熙路房交会拟参

展开发商包括蓝光地产、绿地集团、

国嘉地产、华润置地、万科地产、香

港瑞安、中海地产、龙湖地产等数十

家成都主流房企，参展楼盘超过100

个，产品门类涵盖刚需、改善、商业、

高端平层及高端低密等多种业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春熙路房

交会上，通过成都团房渠道报名的购

房者还可享受额外购房优惠。 比如，

西2.5环超大型城市综合体龙湖·金

楠天街， 可享受： 住宅交5000元抵

10000元； 商铺交60000元抵200000

元；SO H O 交2500元抵10000元。城西

光华新城首席城市综合体“中铁西

城”，“Loft交1万抵2万；写字楼交1万

抵3万；洋房交5万抵15万。”成都商

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让利购房者是这次春熙路房交会

的首要目的，如果你近期有买房置业

计划，那么，月底的春熙路房交会显

然是不能错过的机会。

在成都商报成都团

房特刊发行的8月8号当

天， 所有用户通过注册

登录成都团房官方网站

（tf.chengdu.cn)；拨打

4000400101 客 服 电

话；加入成都团房QQ群

（247033637）咨询成

都团房团购事宜的购房

者， 按要求提供信息及

购房者需求的， 即可获

得10元话费（一人仅限

一种途径获得话费）。

三重好礼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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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团房在8月8号

当天还将从咨询成都团

房的购房者中抽取两名

幸运购房者，这两名幸运

购房者即可获得由成都

团房提供的ipad�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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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金楠天街

项目简介：

龙湖·金楠天街，位于成都城

西2环与3环之间。项目一期住宅77- 109平方

米，所有住宅组团都采用围合式布局。建成之

后， 龙湖·金楠天街将成为整个片区品质最

高、生活环境最好，配套最齐全的项目。

优惠信息：

住宅，5000元抵10000元；商铺，

60000元抵200000元；soho，2500元抵10000元。

龙湖·时代天街

项目简介：

龙湖·时代天街位于成都主城

区内唯一一个集中央居住区、中央教育区、国

家保税区于一体的高新西区。 项目集合了超

大型主力百货店、龙湖天街购物中心、美食天

地等成为一体化的一站式消费中心。

优惠信息：

住宅，5000元抵20000元；商

铺，30000元抵100000元；loft，3000元抵20000

元；soho，3000元抵20000元。

龙湖·北城天街

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成都北二环，五块石

区域，是龙湖在成都打造的第一个“天街系”

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 总占地面积约300亩，

约70万平方米， 是目前为止城北区域占地最

大的一个项目。

优惠信息：

洋房 30000元抵100000元。

蓝光·幸福满庭

项目简介：

蓝光幸福满庭位于成都市城

西犀浦地铁口（成灌路与犀安路交汇处），交

通方便快捷，周围配套完善，项目涵盖高层住

宅、时尚SO H O 、高端商业3种形式，为区域首

个标准综合体。

优惠信息：

住宅，2000元抵5000元。

蓝光·观岭

项目简介：

观岭国际社区堪称是蓝光地

产22年品牌积淀的扛鼎之作。 项目独享4200

亩罕有的原生山水， 以1200亩18洞国际标准

级高尔夫球场景观为核心， 配套亿元级高尔

夫会所、赛事级运动配套、城市级高端商业，

重新定位和诠释了中国顶级物业新标准。

优惠信息：

10000元抵30000元

蓝光·空港韩国城

项目简介：

蓝光·空港韩国城，总体量260

万平方米， 是空港片区唯一一个超大体量的

商业开发项目。目前20多个刚需住宅楼盘及5

所知名学校及未来千亩住宅用地的消费问

题，沉积已久，而蓝光空港·时代广场将集航

空港所有商业业态需求为一体，蓄势待发！

优惠信息：

loft�3000元抵总房款5%

蓝光COCO红街、蓝光耍街

项目简介：

目前，蓝光整合旗下优质商业

资源， 推出以格调风情商业街为主要特色的

“红街系”产品和“耍街系”产品。

其中，红街大都位于市中心城市地段，定

位于体验式的休闲、娱乐、生活商业街。耍街

则是定位于新兴住区的项目，与红街相比，商

业比重更大，辐射更广，并且业态更为丰富。

优惠信息：

商铺 20000元抵50000元

远大·林语城

项目简介：

远大林语城，项目整体占地近

400亩，总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为纯粹北

美赖特草原风格的低密度生态大盘， 项目包

含了联排别墅和电梯花园洋房。 林语城以离

尘不离城的优越地理位置、独创2.5层的建筑

形态、 仿原生森林的景观环境， 极具升值潜

力，再次领跑成都住宅。

优惠信息：

住宅，5000元抵20000元。

中铁西城

项目简介：

位于成都城西光华大道东侧

西部新城核心区。占地288亩，建筑面积超70万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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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五星级酒店、大型商超、顶级城市剧

院、Loft青年公寓、城市电梯住宅、私密花园洋

房等高端业态，是迄今城西最大城市综合体。

优惠信息：

loft，10000元抵20000元；写字

楼，10000元抵 30000元； 洋房，50000元抵

150000元。

恒大帝景

项目简介：

位于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双

铁交汇铂金区位。地铁2号线、成灌快铁无缝

接驳犀浦双铁换乘站。 项目总建筑面积达40

万㎡， 欧陆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五星级会

所，满屋名牌、9A精装，国际航母配套，国家

一级资质物业“精品物业管理标准”。

优惠信息：

住宅 3000元抵10000元。

招商·雍华府

项目简介：

成都招商雍华府总占地184

亩，容积率为3.0，总建筑面积约为49万平方

米，位于成都市主城区城北2.5环与昭觉寺南

路交界处，至市中心约15分钟车程。距北湖公

园1200米， 西面距成都市重点打造的沙河景

观带约500米。项目采用大围合规划，将景观

和建筑融为一体，树立城北低密舒居标杆。

优惠信息：

住宅5000元抵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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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春熙路盛夏房交会

时间：2013年8月24日、25日

地点：成都春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