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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基本情况 

项目地块规模较大，楼面地价较低，一共有6宗地块，合计5392.84亩 

宗地位置 
双流县华阳镇沙河村2、3、4、5社，

正兴镇田家寺村4、5、6社 

所属板块 南沿线华阳段 

拿地时间 2009-06-10~2009-06-25 

占地面积 896.25 (亩）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 

使用年限 商业40年住宅70年 

容积率 
商业用地的容积率≥1.0 居住用地的容

积率≤2.0 

建筑密度 商业用地≤60% 居住用地≤45% 

建筑高度 建筑物制高点满足机场航空限高要求 

土地成交单价 90.00 (万元/亩) 

土地成交总价 80662.50 (万元) 

楼面地价 675.00 (元/平方米) 

宗地1 

宗地位置 
双流县华阳镇沙河村2、5社，香山村

12、13、14、15、16、17、18社，正
兴镇田家寺村4、5、6、7社 

所属板块 南沿线华阳段 

拿地时间 2009-06-11~2009-06-26 

占地面积 963.39 (亩)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 

使用年限 商业40年住宅70年 

容积率 
商业用地的容积率≥1.0 居住用地的容

积率≤2.0 

建筑密度 商业用地≤45% 居住用地≤45% 

建筑高度 建筑物制高点满足机场航空限高要求 

土地成交单价 84.50 (万元/亩) 

土地成交总价 81406.46 (万元) 

楼面地价 633.75 (元/平方米) 

宗地2 



宗地位置 
双流县华阳镇香山村1、14、15、16社，
正兴镇田家寺村1、7、8、9、11社 

所属板块 南沿线华阳段 

拿地时间 2009-06-12~2009-06-30 

占地面积 942.42 (亩)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 

使用年限 商业40年住宅70年 

容积率 
商业用地的容积率≥1.0 居住用地的容积

率≤2.0 

建筑密度 商业用地≤50% 居住用地≤45% 

建筑高度 建筑物制高点满足机场航空限高要求 

土地成交单价 70.00 (万元/亩) 

土地成交总价 65969.40 (万元) 

楼面地价 525.00 (元/平方米) 

宗地3 

地块基本情况 

宗地位置 
双流县华阳镇香山村1、2社，正兴镇田家寺村1、
2、5、8、9、10、11社，红莲村4、5、7社，欢喜

村5社，大安桥村1、6社 

所属板块 南沿线华阳段 

拿地时间 2009-06-13~2009-07-01 

占地面积 997.34 (亩)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 

使用年限 商业40年住宅70年 

容积率 商业用地≥1.0 居住用地≤5.0 

建筑密度 商业用地≤50% 居住用地≤45% 

建筑高度 建筑物制高点满足机场航空限高要求 

土地成交单价 70.00 (万元/亩) 

土地成交总价 69813.80 (万元) 

楼面地价 525.00 (元/平方米) 

宗地4 

项目地块合计5392.84亩，成交总价50.34亿元，楼面价约715.63元/㎡。 



地块基本情况 

项目地块全部以挂牌方式取得，以低容积率为主，局部高容积率；每个地块

均有商业和住宅指标； 

宗地位置 
双流县华阳镇香山村2、3、4、5、7、10、

19、20社，正兴镇净土村1社 

所属板块 南沿线华阳段 

拿地时间 2010-01-07~2010-01-20 

占地面积 792.34 (亩)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 

使用年限 商业40年住宅70年 

容积率 商业用地≥1.0 居住用地≤2.0 

建筑密度 商业用地≤50% 居住用地≤45% 

建筑高度 建筑物制高点满足机场航空限高要求 

土地成交单价 129.00 (万元/亩) 

土地成交总价 102211.86 (万元) 

楼面地价 967.50 (元/平方米) 

宗地5 

宗地位置 
双流县华阳镇沙河村2、3、4、5、6社，香
山村1、13、14、15、21社，正兴镇田家

寺村1、7、8社，红莲村4、5、6社 

所属板块 南沿线华阳段 

拿地时间 2010-01-07~2010-01-20 

占地面积 801.10 (亩) 

土地用途 住宅兼容商业 

使用年限 商业40年住宅70年 

容积率 商业用地≥1.0 居住用地≤2.0 

建筑密度 商业用地≤50% 居住用地≤45% 

建筑高度 建筑物制高点满足机场航空限高要求 

土地成交单价 129.00 (万元/亩) 

土地成交总价 103341.90 (万元) 

楼面地价 967.50 (元/平方米) 

宗地6 



项目情况分析 

项目经济指标 项目产品分析 项目区位概况 项目规划情况 项目客群分析 

•区域概况 

•区域交通 

•规划概况 

•规划体系 

1.交通系统    2.桥梁系统    3.景观系统     4.生态系统     5.文化系统  6.配套系统 

•产品概况 

•产品市场分析 

•重点产品鉴赏 



项目经济指标 

项目名称 麓湖生态城 

项目地址 天府大道南沿线末端以南 

板块 南延线华阳段 

开发商 万华地产 

物管公司 麓山物业 

占地面积 5392.84亩（约360万㎡） 

建筑面积 1100万㎡ 

开发周期 10年 

建筑形态 独栋、联排、高层 

配套设施 

商业：环球中心、新世纪会展中心、伊
藤洋华堂、家乐福、金鹿国际商务中心； 
学校：澳中幼儿园、成都实验外国语学
校（西区）、光亚学校； 
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双流第二
人民医院、宋庆龄华西妇女儿童医院、
双流第三人民医院； 
银行：成都农商银行万安支行、中国信
合正兴分社、浦发银行城南支行； 
公园：极地海洋公园、南湖公园游园、
南湖梦幻岛体验公园、天府公园。 

项目位于位于南延线板块核心区，区位优势明显，以低密度住宅为主。 



项目区域概况 

天府新区为成都2011年规划的高端服务功能新城，麓湖生态城处于该区中心位置。 

天府新区位于成都城市中轴天府大道南段两侧，这片区域正是天府新区起步区，天府新城所在。该区域

为成都中央商务区，大力发展科技创新、软件外包，会展商务和文化旅游等高端服务业，建设宜居、宜业、

宜商的现代化城。 



 地铁：在运营和规划在建的地铁线有3条，一号线在麓湖片区停留3次。 

 道路：以天府大道南延线、益州大道、剑南大道、天府快线、麓山大道等道路构建了一个完善

快速的公路交通道路。 

项目交通概况 

天府大道百里中轴，“七纵三横”立体交通初现，交通便利。 



项目规划概况 

麓湖整体规划，围绕数千亩公园湖泊进行。分成三个公园区，分别是滨湖公园区、湿地公园区和城市公园区。麓

湖生态城规划建筑面积约1100万㎡，与麓山相连，相当于2个威尼斯城；城市产业配套约600万㎡，约4个环球中心。 

麓湖规划为“总部经济和创意产业综合发展区”，将在强调发展产业的基础上，还在生态环境、精品住宅、文化、

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全方位发展。 

这不是一个社区的规划，而是一个城市的规划。6年，麓湖建立了难以超越的标准。 



项目规划概况 

商业及总部办公区 

低密度宅区 

麓湖建筑群的规划自成体系，滨湖公园区主要以高端定制别墅产品为主，湿地公园区主要以低密度产品为主，而

城市公园区则以商业及总部办公区为远景。高层电梯产品位于外延区域，主要是“水岸系”产品。 

建筑形态规划多样，根据景观等资源，因地制宜，设计出稀缺性的产品。 



项目规划体系 

交通系统——在生态的道路中，惊醒一群惺忪的野鸭。 

麓湖在交通系统中规划了自行车道、步道、水面航道、快速路、次干路、主干道，数十个公交站点、未来将引入

内部轨道交通。 

麓湖地形难得，道路结构起伏变化，建立完善的自行车租赁系统，私家码头，滨水步行道等等配合景观进行设计。 



桥梁系统——桥不仅仅是交通，更是建筑文化符号。 

桥是麓湖非常特色的一个文化元素，麓湖共有标志桥、入口桥、交通桥、社区桥、步道桥、湿地桥、公园桥、多

功能建筑桥等共170座。 

项目规划体系 



景观系统——湖域、湿地、草地、森林、构成多样化的景观体系。 

麓湖的景观设计强调山地与森林的相互关系，保留山体景观，变化湖区景观，以达到“湖光山色”的境界。也让

建筑内部的景观与湖面景观形成互动，无论置身何处，都有非常流畅的视野景观线。 

项目规划体系 



生态系统——全新的水生态系统构架，水质改善和保护的成功案例 

项目规划体系 

麓湖利用浅丘地形，打造了2500亩水域，邀请中科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对水环境进行生态系统重建。 



文化系统——利用大师级文化品牌效应，打造了创意产业文化符号 

项目规划体系 



配套系统——每个地块都有不低于40%的商业配套指标，未来配套应该比较完善 

麓湖有31万平米的社区商业建筑面积，64万平米的城市商业建筑面积，6万平米的公园商业建筑面积，17万平米

的会所酒店，446亩的教育用地，121亩的医院用地。 

项目规划体系 



低密产品 

高密产品 

项目产品分析 

麓湖已经销售和正在销售的产品包括低密度产品和高密度产品，每种产品以组团形

式出售，并单独命名。 



项目产品分析 

组团名 开盘时间 主力面积 建筑形态 户数 价格情况 备注 

麒麟荟 待定 280-600㎡ 高层 / / 千万级别 

隐溪岸 2014-5-9 310-450㎡ 独栋别墅 43户 30000元/㎡ 2个月清盘 

沉香谷 2013-11-10 360-460㎡ 联排别墅 110户 20000元/㎡ 
全款4%，按揭3%。优惠后

价格，清水房 

黑蝶贝 2013-10-25 650-1140㎡ 独栋别墅 24户 70000元/㎡ 
一次性付款优惠6%，按揭

1% 

云树 2013-09-14 150-400㎡ 
小高层,高层,

中高层 
200户 

清水均价8000-12000

元/㎡，精装均价
14000-15000元/㎡ 

1.5号楼为精装房，精装标准
为5000元/㎡ 2.有跃层，跃

层面积为400㎡ 

琉璃溪岸 2013-6-27 90-220㎡ 中高层 111户 均价16000元/㎡(精装) 130万-360万/套 

澜语溪岸 2013-3-14 130-310㎡ 
中高层,小高层,

高层 
188户 均价16000元/㎡ 

一次性优惠9%，按揭优惠
5%，分期优惠2% 

白玉台 2012-11-26 293-370㎡ 独栋别墅 144户 20000元/㎡ 一次性2%优惠,按揭1%优惠 

黑珍珠 2013-6 630-1100㎡ 独栋别墅 26户 / 楼王7800万 

蓝花屿 2011-5-27 360-500㎡ 独栋别墅 134户 
均价约20000万/㎡（不

临湖） 

临湖4000～7000万元/栋
（精装） 

麓湖推售的产品有10大组团，其中高密产品（电梯）有4个组团，低密产品有6个组

团。麒麟荟是即将发售的组团。 



项目产品市场分析 

低密度产品 高密度产品 

麓湖总共推出853套，其中高密度产品（电梯）499套，低密度产品（别墅）354套，

待售产品麒麟荟正在入会中，暂无新增供应。 



麓湖总共推出853套，已经销售659套，存量210套。麓湖的产品销售状况一直比较良

好，3年，9大组团，销售总价超53亿。 

9个组团中，低密组团共计6个，单套最高总价达到8000万，而最低门槛也不低于600万。蓝花屿去化7个月，

黑珍珠去化11个月；白玉台去化10个月； 

高密度组团3个：澜语溪岸去化4个月，最高顶跃900万/套。琉璃溪岸去化1个月。 

项目产品市场分析 



重点组团鉴赏---麒麟荟 

建筑面积：260-400㎡ 

建筑数量：湖心4栋 

占据麓湖唯一中央湖心岛；俯瞰极致湖景；中国西部最顶级高

层豪宅，外立面70%为玻璃材质，一个个玻璃盒子在垂直方向被

错落拼叠。建筑立面采用虚实流动变化处理手法。 

麓湖即将推出的十号作品——麒麟荟。 



重点组团鉴赏---麒麟荟 

麒麟荟正位于麓湖湖心岛的核心位置。湖心岛四面临水。仅4栋。 

麒麟荟地理位置优越，占领绝对资源。 



麒麟荟建筑以玻璃盒子为设计主题，时尚简洁。 

重点组团鉴赏---麒麟荟 

外立面70%为玻璃材质，一个个玻璃盒子在垂直方向被错落拼叠 

运用石材、质感涂料、金属、玻璃灯多种材料相互穿插，创造出丰富的视觉体验。 



背靠黑碟贝，区域内海拔最高，观景视野最佳 

享私家入户码头和黑蝶贝顶级富豪圈层（电梯直达） 

专为麒麟会打造私家会所（黄金会所） 

重点组团鉴赏---麒麟荟 



重点组团鉴赏---隐溪岸 

麓湖刚刚售罄的九号作品——隐溪岸。 

建筑面积：310-450㎡ 

建筑数量：43席 

隐溪岸由美国著名设计公司JFAK设计（公司全程

John Friedman Alice Kimm Architects） 

神秘壳、三重壳、蜂鸟树、飞龙树四种建筑设计造型，

主要以壳和树为设计元素。 



神秘壳 

建筑面积：约310-450㎡ 

三重壳 

建筑面积：约290-420㎡ 

重点组团鉴赏---隐溪岸 

飞龙树 

建筑面积：约390-450㎡ 



建筑面积：630-1100㎡ 

建筑数量：、黑珍珠临湖26

席，黑碟贝临湖14席，山顶8

席。 

设计师：Narendra Patal,美

国豪宅定制领域的“沙漠之

王” 

重点组团鉴赏---黑珍珠 

麓湖最经典的作品，获过无数大奖——黑珍珠。 



项目客群分析 

麓湖分为低密度产品和高密度产品，低密度产品有500万级别的蓝花屿，也有8千万级

别的黑珍珠；高密度产品有130万-360万级别的琉璃溪岸，也有千万级别的麒麟荟。 

类型 组团名 价格级别 客群 

高密度—1类 

琉璃溪岸 

130万-360万 中产阶级里的享受者 水晶溪岸（明年11
号作品） 

高密度—2类 云树 200万-500万 
企业的高管，企业主等，喜欢电梯

豪宅 

高密度– 3类 
澜语溪岸 

700-1000万 追求高层享受的有钱人 
麒麟荟 

低密度—1类 
蓝花屿 

600万-1000万 
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改善型需求置业

者，有一定投资眼光 白玉台 

低密度—2类 
沉香谷 

1500-2000万 
较强经济实力，喜欢别墅生活，家

庭成员较多，用于自住 隐溪岸 

低密度—3类 
黑珍珠 

6000-8000万 
顶级富豪，有高端商务应酬等，用

于应酬交际，身份象征 黑蝶贝 



1、规模巨大—5800亩 

 

2、自然资源独特—2500亩

的水系面积，2830亩的绿

地面积 

 

3、城市文化资产打造---全

球知名建筑、景观、桥梁、

湖泊等等设计师，成功打

造了高端文化品牌。 

 

4、产品的创新和精雕细琢 

有钱人，成为
目标客群 

+ 

丰富的产品系 

核心卖点： 

目标客群： 

各种有钱人 

结论 
先天资源 

+ 

精准定位 

+ 

后天借力 

实现产品高端
调性 

+ 

价值空间 



样板间品鉴 

黑珍珠 沉香谷 麒麟荟 



参观路线 

临时销售中心，乘奔驰面包车开向湖区 

到达湖边码头，乘游艇 

绕湖一周，感受水上生活 

乘游艇，到达黑珍珠样板间 

乘游艇，到达临时麒麟荟样板间 

到达沉香谷样板间 

乘游艇上岸，换乘奔驰车 

奔驰车换乘观光车，前往沉香谷样板间 



乘游艇，到达黑珍珠样板间 

参观黑珍珠 



参观黑珍珠 

到达黑珍珠的方式有四种：步行、开车、骑自行车、游艇。置业顾问选择让我们乘坐游艇，目的

是让客户感受水上世界（这在成都是罕见的）； 

游艇有专业人员操作，到达样板间的时候码头上有1位男性保安敬礼致欢迎词； 

黑珍珠有3位女性管家：一位负责给客人穿鞋套；一位负责给客人端盘送水（有雪碧和矿泉水，

雪碧有冻了和常温两种）；还有一位负责记录客户情况，比如参观人数，性别，年龄结构等； 

建筑外观 私家码头 



参观黑珍珠 

室外：黑珍珠在湖边，通过私

家码头上岸以后，可以直接入户

到客厅，也可以通过旋转楼梯，

上二楼露台入户。 

从码头通往二楼的楼梯 



室内结构：可由环形楼梯通向每一层 

整个室内空间呈现圆柱螺旋的表达方式，中央圆形天井居于建筑中央，每一层的空

间均环绕此楼梯设置。室内环形楼可通向每一层。 

参观黑珍珠 



客厅：和传统豪宅相比，黑珍珠并不分割出很多房间。而是将所有主要房间聚合成一个大空间，带

来全新的生活方式。 

对于Party和私宴来说其广阔的空间，绝对称得上毫无前例的体验. 

参观黑珍珠 



负一层的娱乐室：不对称性是黑珍珠样板间的设计理念。几乎没有垂直线，大而流畅的曲

线、夸张的斜线分割出不同的异性空间，但始终保持审美的基本原则：稳定、平衡。 

参观黑珍珠 



装修材料：均采用定制的石材和玻璃 

内装陈设也由Patel全程负责，从美国直接采购，以保证从设计到实现的纯粹和完整。 

室内地面和台面均采用黄色纹路的石材，体现了其装修风格的高贵、沉稳与端庄。 

室内墙面大面积采用定制玻璃，不遮挡室内取景。二楼阳台的玻璃门可完全隐藏于墙内，这

道玻璃门造价高达80万元。 

楼梯墙面上的画是以为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为了把这幅画挂在弧形的墙面耗费了大量的人

力。体现了设计师对室内设计的用心程度。 

参观黑珍珠 



将传统的室内楼梯外露。营造一种与风雪雨露亲切交流的居住体验，更把底楼入户与楼层入户的动

线分割开来，保障了空间的独立性。 

通过建筑基底的造型的水景景观小品，自然将水岸的资源过渡到室内，居水生活更加贴身。 

入户大堂有一扇可以完全隐藏的自动门分隔开，关闭大门，室内室外在空间上贯通。在体验式带来

一种通透感。 

参观黑珍珠 

室内景观：空间贯通延展 与自然亲密接触 

入户厅 户外景观池 直接进入二楼的楼梯 



桑拿房位于下沉式负一楼外墙面边界处，桑拿浴池呈椭圆形，一半位于室内，一半处于

室外。并且外墙玻璃墙面没有隔断水面，所以可同时享受室内桑拿和室外阳光桑拿。 

参观黑珍珠 

室内景观：室内桑拿和室外桑拿可同时享受 



三维几何+创造性规则=完美建筑 

室内空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都是一种开放式的，极少阻隔的。  

遵从不规则外立面形成不规则室内空间，因势利导创造出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布局。  

参观黑珍珠 

细节设计：开放式空间，不规则格局 

酒吧区 



黑珍珠开盘售价1500-2900万/套  现今已达1.2亿套，升值

空间巨大。 

面向客户为全国最顶级富豪，仅入会费就达50万之巨。 

黑珍珠围绕着独特的水景资源打造了水陆至少4种入户方式。

（游艇、汽车、步行、自行车） 

从整体氛围的打造来看，黑珍珠偏向于商务，居家气氛比

较淡，且目前的购买入住率较低，投资属性较大。 

黑珍珠：麓湖顶尖产品     定制艺术巅峰   价值典范 

参观黑珍珠 



乘游艇，到达麒麟荟临时样板间 

参观麒麟荟 



参观麒麟荟 

麒麟荟的临时样板间位于澜语溪岸28层，正式样板间将于2014年9月开放； 

我们一共参观了两套，一套精装28层，一套清水29层顶跃； 



户外180°观景阳台 

麒麟荟正在建设中，从样板间望去，刚好看到位于湖心的麒麟荟工地； 

目每套住宅至少都保证了180°观景阳台，麓湖风光一眼尽收眼底。 

顶越更带有无边界天际泳池，尊享电梯豪宅“云端、天际”生活。 

参观麒麟荟 



精装房全部由意大利知名设计团队精心雕琢。 

置业顾问介绍有三种装修标准：4000元/㎡，5000元/㎡，6000元/㎡ 

参观麒麟荟 

装修标准： 



户型最大亮点在于为主卧与老人房双向进入卫生间，且把浴室、厕所、洗漱台用玻璃门隔开，三人

同时使用毫无影响。 

整个室内空间大量采用半透明玻璃与石材质地铺装，意在打造开放、良好的室内和观景体验、 

创新的卫生间设计 

参观麒麟荟 



麒麟荟预计8月底开盘，目前清水房源100套左
右，均价20000/㎡，精装价格30000-35000/㎡。 

面向客户为社会精英人士、企业主，入会费10

万。本次客户为一家三代外省人士，为老人购

房。 

麒麟荟同别墅一样拥有入户码头，尽享多种出
行方式。 

配套万华酒店式高端物业服务(蓝卡健康会所、
黄金会所等。 

麒麟荟：麓湖电梯豪宅战略作品  核心资源  顶级配置 

参观麒麟荟 



乘观光车，到达沉香谷样板间 

参观沉香谷 



参观沉香谷 

设计师：Dion McCarthy，Design ；沉香谷整体的风格是混搭的庄园风格 

沉香谷位于森林公园内，离湖区有一定距离，主要是坡地景观； 

我们一共参观了两套，一套四层大面积样板间，一套三层的较小面积样板间； 



参观沉香谷 

下了观光车，拾阶而上，设计师采用的是原始敲凿而成的台阶，让我很是惊喜，有回到儿时走过

山路台阶的感触； 

麓湖在天然浅丘的基底上，进行人为的设计和改造，引进大量国外的植被，将人工与自然完全融

合在一起，和谐而不做作，营造出第一无二的园林景观。 



参观沉香谷 

院落式别墅布局，有台阶矮墙遮掩 

上了台阶，眼前突然开阔，一种大院的感觉生成；据置业顾问介绍，这样一个院落大概有四五户

住户，大家可以在大院公共区玩耍。这样既有隐私性，又有邻里亲和力； 

另外，在交通动线上，考虑孩子和老人的安全，沉香谷社区整体架空，在社区入口处就进行人车

分流，车行地下，地上空间全部留给居住着步行活动。 



电影房 

会客厅、车库 游泳池 花园 

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 

主卧室、次卧、儿童房、卫生间 

书房、卫生间、卧室 

室内布局 

参观沉香谷 



在地下负一层的错层出设置家庭电影房，满足家人周末看电影的需求。扇形的空间的设计，更有利于电影

观看的视角，同时也可以增加室内的容纳量。 

室外游泳池、花园和室内的会客厅、棋牌桌，可以满足周末和朋友的娱乐活动。 

地下负一层：度假式空间设计，回家就是享受 

参观沉香谷 

视听室 

SPA池 



室内装修：自然的语言，讲述自然的建筑 

沉香谷的室内设计是由其建筑设计师Dion设计的。 

大量采用木制雕刻工艺品和金属工艺品的完美结合，古典中透出一股居家气息。 

在楼梯和过道的墙面上贴挂艺术画，古典中透露出主人的现代艺术品位。 

参观沉香谷 



沉香谷面积350~460㎡，每套售价在1000-

2900万。 

面向客户为社会精英和企业主，入会费10万。
本次客户为一家三代外省人士，为老人购房。 

社区内完全实现人车分流，让业主有更多、更
安全的活动空间。 

沉香谷的定位是一个纯粹为生过打造的产品，
其建筑和设计都体现了财富阶层对生活的尊重

和关注。 

沉香谷：低密度住宅  以享受生活为主色调  度假空间设计  

参观沉香谷 



体验式营销 



麓湖营销理念：把未来现在化，提前感受尊荣人生   亲水生活 

目从现场来看，麓湖项目的置业顾问素质明显高于

业内平均水准，无论在项目的解说，还是对客户关系

的位置来说都显得十分专业。 

高素质的职业顾问 

参观动线 

回到销售中心 

参观项目沙盘 

坐车到达项目实地 乘坐游艇体验 

参观黑珍珠 

参观麒麟会 

参观沉香谷 

交通工具游艇 

交通工具游艇、观光车 



麓湖现在的销售中心现在并没有完工，借用的是麓山国际的售楼部，但是其建

筑外立面和内部线条、布局也十分符合麓湖产品的定位。 

虽是借景      但也是符合项目整体形象 



参观路线中，无论是座游艇还是观光车，沿途都竭尽全力想要表达出其独一无

二的资源和尊荣的生活方式。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示范景观带，麓湖明确的给了参观者以未来生活的提前

体验。 

展现独特资源   体会尊荣生活体验 



全景展示水生活 未来现实化 



麓湖的核心是资源，而资源里的核心则是平原上的“威尼斯”。从选择游艇走

水道参观，而不是陆路，就可知其价值地位。 

水域两岸的植被、水岸构造、清澈见底的水质，则在提醒参观者，宣传中的独

一无二的水上生活是触手可及的。进一步让参观者认同麓湖价值。 



黑珍珠配备了至少5名管家，参观者进门就会有专人服务：换鞋套、拿包等。 

给参观者提供冰镇和常温的矿泉水和可乐两种选择。 

管家在自己的位置工作，如吧台、客厅、功能室等。直观的给参观者表现出实

际居住的体验，而不是一座没有人气的建筑。 

物管体贴入微      营造居家氛围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