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绿海环抱溪谷， 除了在园区

内保留上万株原生山林之外， 还大面

积栽种灌木、落叶植物等树木，贡献高

于CBD数千倍的空气负氧离子， 肩负

起“成都绿肺”的生态使命，让成都人

尽情享受“森呼吸”。

黄龙溪谷参照世界第二大著名花

园“布查特花园”，并利用天然缓坡地

形打造浩瀚花海景观，杜鹃、海棠、樱

花、蓝花楹、梨花、杏花等花卉植物遍

布山野， 万千繁花成就一片梦境中的

浪漫花海。

在布查特欧式花园，还利用原有矿

坑地形打造三个别具特色的景观区域。

下沉花园的意式草坪，是举行夏季音乐

会的理想场所；ROSS喷泉的玫瑰花语，

是举办浪漫婚礼的首选场地；日本花园

的浪漫樱花，是感知春色的不二之地。

黄龙溪谷将在溪谷之间打造数个

天然湖泊， 并在山谷制高点修建规模

超过10000平米的大型水库，将千年古

佛堰生态活水引入水库， 并经过若干

水网引导让生态水滋润溪谷万物，最

终回流至古佛堰， 形成一个活水循环

生态系统； 并斥巨资引入南京中科院

“全息生命景观水系系统”，对流经黄

龙溪谷的古佛堰水进行悉心照顾，让

园区内活水常年清澈见底。 黄龙溪谷

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 体现在这一点

一滴的生命之源。

除此之外， 在湖泊之间利用坡地

高差建立蜿蜒曲折的生态水面， 打造

恍若云南圆梦梯田梦幻般的 “湖海”

景观。

一月溪谷梅李节， 二月溪谷桃花

节， 三月水库杏花节， 四月水库樱花

节， 五月溪谷枇杷节， 七月贺春采果

节，八月溪谷桔园节，九月桔园采果节

……一年四季都有欢乐的花果季节，

在黄龙溪谷， 花果是生活的鲜活调味

剂。

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农庄里， 你可

以栽种世上少见的奇花异果， 实现个

性化的生活定制， 休闲养生回归自然

的新田园生活方式， 黄龙溪谷将引入

知名团队：“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以及

“永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黄

龙溪谷业主提供生态农庄技术支持、

蔬果种子、育苗培育、管护服务等专业

服务，在溪谷打造“四季有果，四季有

花”的理想生活环境，让业主提供“拾

乐田园”的有机低密生活。

层层叠叠梯田茶海， 湿地草海人

鹤共舞。

推窗即见碧波荡漾的茶海， 繁花

点缀，花香茶香。观茶、闻茶、采茶、炒

茶、品茶……

白鹭是这里的“原住民”，现在原

生湿地草海俨然成为了白鹭的“天然

栖居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数百亩

湿地草海，引进细叶芒、斑叶芒、血草、

狼尾草、花叶芦竹、皇竹草、香根草等

几十种珍稀草种， 在城市之中营造罕

见湿地景观。

香格里拉“森林绿海” 成都绿肺

香格里拉“四季花海” 五彩家园

香格里拉“原生湖海” 千年古佛堰活水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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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四月楼市头条，还得看保利！

保利地产火力全开，带领成都提前入夏

本月， 保利·湖心岛与保利·悦榕郡两大全新改善产品将正式亮相。其

中，保利·湖心岛同

8000

亩都市休闲度假区保利·狮子湖一脉相承，享有更成

熟的湖心景观资源，全总价控制低密产品，是保利

2015

年家庭改善系首个全

新代表。保利花园

5

期·悦榕郡则为保利地产重回新双楠的升级之作。该项目

为清一色小高层，建筑全部坐北朝南。曾一手推动新双楠升级的保利，这次

必定不会让人失望。

在成都楼市，谁能以一己之力盘活整

个市场？具备如此能量的房企，显然非保

利地产莫属。我们无需回顾保利地产在成

都拿下的一个个楼市冠军、造热的一片片

区域、捧红的一组组产品……保利作为一

种行业标准， 他的每一个步骤和动作，均

被地产业界视为成都楼市的晴雨表和风

向标。

“330新政”出台前的3月份，观望、

疑虑、困惑是对不少开发商心态最直接的

白描。与此同时，整个市场都在等待，等待

一个可以振臂高呼，给地产从业者、给购

房者们以信心的巨人。 保利果断出手，迅

速占据舆论头条！

“第五届保利国际风筝节”作为一个

极具符号性的大型城市事件，三天时间引

得16万成都人蜂拥至保利·狮子湖！ 各路

主流媒体对此次风筝节的集中关注，更让

“西成都、东潍坊”的活动愿景成为现实。

有业内人士评价： 保利一动， 全城才活！

———这，就是行业领袖的影响力！

今年初， 保利地产隆重发布了

其全新品牌主题 “共筑新成都生

活”。 保利地产成都公司营销总监

陈健兰透露， 该品牌战略包含保利

地产对居住、对文化、对城市等多个

领域的全新理解， 其目的在于为保

利业主、 为成都市民营造更优质的

新成都生活体验。

今年， 保利对产品线深度细分

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 三大体系产

品，旨在刷新成都人居标准。首先是

70墅，“目前70后的购房需求大多

已进入别墅层级，所以，保利针对70

后人群主推别墅项目，尤以保利·两

河森林和保利·狮子湖为主。”陈健

兰 称 ， 这 类 产 品 面 积 大 多 在

180-200平米， 总价在200-400万

元， 对于寻找城市生态住区又追求

居住舒适感的精英阶层来说，70墅

深度贴合。

其次为80后黄金洋房。80后已

经成为改需产品的重要客户， 重舒

适、 重配套的80后对产品的综合性

要素有更高要求。 特别是在近期二

套房贷新政公布后的有利背景下，

适合于80后的保利黄金洋房无疑会

得到市场更多的关注。

“90后独立计划”为保利全新

刚需产品线。保利叶语、紫薇花语、

玫瑰花语等， 不仅满足了90后所需

要的面积适中、 总价不高、 户型要

好、商业配套要齐、最好有赠送等特

点。另外，还预留了两房可变三房的

空间， 确保他们几年内不用担心换

房问题， 完美契合当前90后购房偏

好。

（王胜波）

“330新政”出台后，市场活跃度陡然

提升，不少房企开始急吼吼地做出销售动

作。但在真正懂行的业内人士看来，没有

保利参与，市场热度根本冲不上顶点。“保

利盘多、货广、客户基础大，这一家企业足

以撑起成都楼市半边天！” 资深业界人士

表示，无论市场好坏，保利都是这个行业

最期待、最重要的看点。

3月初， 成都某中型房企营销负责人

明确表示，自己公司的营销节点和步骤会

和保利保持一致。“哪怕是广告，都要跟保

利出在同一天。”这位负责人称，公司多个

楼盘均与保利毗邻，必须借势营销才有机

会。“现在成都没有哪家企业比得过保利

的呼声和影响力。保利有动作，受益的不

仅仅是邻近楼盘，它拉升的甚至是整个片

区的活跃度。”

4月，保利究竟有哪些重磅动作？保利

地产成都公司营销总监陈健兰用8个字予

以概括“迎接新政，火力全开”。据悉，4

月，保利的作战清单上，包含：清明小长假

全民购房季、保利90/80房交会、保利约跑

嘉年华、千人撕名牌大赛、泰国文化旅游

节、石象湖郁金香节、城北炫舞大赛等十

余场城市级文化休闲活动。

“站在城市高度，去推动楼市。作为一

家责任央企，保利地产三月份的举措无疑

取得了巨大成功！” 盛世新源董事总经理

廖建华指出，3月份，保利地产一手包办了

成都楼市所有头条。进入4月，保利地产的

力度没有丝毫衰减。一场以保利为主角的

楼市大戏，已经徐徐铺开！

对保利保持高度关注的，不仅仅是地产

业内人士，众多有置业意愿的买房人更是将

保利视为买房置业的头号目标。“330新政”

出台后， 多位成都市民在受访时均表示，最

近几个月内一定会完成买房或换房计划。保

利，是他们最为推崇的地产品牌，“大品牌、

质量硬、服务好、信得过。”有市民表示，买

保利，图的就是一份省心和安心。

据悉，在即将来临的清明小长假期间，

保利针对全川购房者将率先掀起一股规模

最大、 品类最全、 优惠幅度空前的置业热

潮。保利·狮子湖、保利·林语溪、保利城、保

利·公园198、保利·两河森林、保利·锦湖林

语、保利·紫薇花语等保利优质楼盘，总供

应量超过百万平米，总房源超过万套。

价格方面， 保利地产作为责任央企，

一直坚持不做价格标杆， 用实实在在的

性价比回馈成都市民。“购房额外优惠6%

的同时， 清明小长假将再额外有2%的特

惠。 并且， 每个项目都将推出免费参加

‘米兰游’ 抽奖以及滚动抽取金砖和彩

电的游戏。”保利地产相关负责人透露，4

月份， 购房者来访就能领取春季户外美

食礼包， 现场成交还可赠送有机五谷杂

粮礼盒、北大荒野山珍礼盒，优惠力度可

谓盛况空前。

“只有成为保利业主，才能深刻理解

保利为什么深受成都人喜爱。”一位媒体

人表示，买有些房子，买到的可能就是一

处钢筋水泥堆砌的空间。而买在保利，你

会发现， 房子是切进保利地产丰富生活

体系的入口，这种体验让人无法拒绝。

改善新品提前看：

保利·湖心岛VS保利花园5期·悦榕郡

保利出手

市场才有真高潮

三大门类

城市优居全覆盖

四月入市

紧跟保利买好房

保利两河森林规划效果图

保利狮子湖第五届保利国际风筝节现场

黄龙溪谷房车露营节火爆全城 嘉宾现场订房、排号

城南2000亩香格里拉绝美大境让人乐而忘返

回馈购房者，排号就有机会获得美国原装房车

心醉大美溪谷

嘉宾现场订房、排号

“环境太美啦。”这是在房车露营节

活动现场，听到最多的感叹。绿色、蓝色、

黄色……在脚下、在眼前无限延伸，如打

翻了春天的调色板，所有人都为之心醉。

不少前来参加房车露营节的嘉宾，甚

至现场订房。还有些则看中了即将加推的

新批次，现场排号。

家住城南的王小姐一家， 和朋友一起

参加了3月28日的房车露营节活动。一下午

的精彩活动，全家人都非常尽兴，而且对项

目产品非常认可。一家人现场商议后，当场

决定购买两套独栋，父母和王小姐一家，毗

邻而居。“这就是我的终极置业居所。我下

半辈子的生活，就交给黄龙溪谷了。”

据开发商统计，前来参加房车露营节

活动的嘉宾，也把黄龙溪谷的样板间挤爆

了。近千人的参观量，几乎和项目样板间

首次亮相时的人流量比肩。190平米独栋

的样板间人气最高，产权面积190平米，实

得却有300多平米， 还有超大的前后两个

花园赠送，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嘉宾都赞

叹不已。

小长假狂欢继续

排号就能抽房车

“参加房车节的嘉宾热情太高了，当

天就有数十组客户现场订房、排号。”开发

商表示，“为了回馈客户，我们临时决定要

加抽房车！”他表示，现在排号就有机会抽

取美国原装进口的房车15年使用权。

开发商表示，新推出的二期产品将极

具冲击力。2000亩的香格里拉园林规划已

经出来， 将在天府新区核心区建造一个城

市中的香格里拉绝美大镜，不但是稀缺，而

且将契合财富阶层的健康生态生活需求。

二期独栋最高配送600㎡超大花园，不仅如

此，2000亩香格里拉生态景观风景如画，并

与业主的生活有着戚戚相关的联系： 针对

业主的需求， 项目专门打造了极具特色的

生态农庄， 黄龙溪谷特聘专业农场机构对

业主进行一对一指导， 业主可在自家屋旁

悠然栽种蔬果，感受田园有机生活，享受丰

收的乐趣；而在户型设计上，二期“龙樾

台” 原创独栋由世界设计大师亲手执笔，

并进行独特的创新设计，80-90%超大赠送

面积率，入户、客厅双层挑高，3层全采光，

超大窗面，三大主卧室全套房设计。新批次

的产品预计4月底就将开盘，现在排号就可

以抽取美国原装进口的房车使用权， 享受

休闲舒适的房车生活。

“小长假期间，我们将继续房车露营

节的狂欢派对。” 黄龙溪谷的工作人员表

示，活动将全面升级，真人CS、丰富多彩的

儿童体验活动、现场乐队表演、草原悠波

球、房车生活体验……4月4日、5日，黄龙

溪谷绝美大境将再次上演重磅大戏！

香格里拉“奇幻果海” 有机田园

“梯田茶海”“湿地草海” 人鹤共舞

室内享受高端墅居空间尺度，室

外享受诗意田园有机生活，黄龙溪谷

龙樾台二批次130-210㎡有机独栋，

诚意排号火热进行中，

重磅消息：排号就能抽取价值百

万的美国原装房车使用权。

咨询热线：

028-86269999

项目地址：成都·剑南大道·南延线

特别提醒

上周末，西南首届房车露营节在黄龙

溪谷盛大揭幕。 数十台房车云集黄龙溪

谷，五百多台私家豪车、上千组名流嘉宾

蜂拥而至，派对狂欢。而现场所有人，都被

黄龙溪谷400亩实景示范区、2000亩城

市香格里拉公园的规划所打动。不少心急

的嘉宾，甚至现场定房。

据悉，4月4日、5日清明小长假期间，

黄龙溪谷房车露营节活动将全面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