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

成都远洋太古里
成都远洋太古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由太古地产和远洋商业共同打造，包含一座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
形态购物中心，一家拥有 100 间客房、由太古酒店管理的都会风尚酒店— 博舍，配有 42 间客房的服
务式公寓以及 47 层高的国际甲级办公楼— 睿东中心。

地点

： 项目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大慈寺片区
北临大慈寺路、西接纱帽街、南靠东大街，临近春熙路商业步行街

开幕年份

： 2015 年 4 月盛大开业

发展商

： 太古地产有限公司（50%）
远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50%）

建筑设计

： The Oval Partnership（香港） —总规划与总建筑
MAKE Architects（英国） —酒店和写字楼
Spawton Architecture Ltd & Elena Galli Giallini Ltd —商场负一层室内设计

占地面积

： 约 74,000 平方米 / 约 795,000 平方呎

总楼面面积

： 总楼面面积约 266,000 平方米/ 约 2,860,000 平方呎


零售街区 — 成都远洋太古里

（约 114,000 平方米 / 约 1,230,000 平方呎）


博舍 — 拥有 100 间客房的都会风尚酒店

（逾 21,000 平方米 / 逾 227,000 平方呎）


拥有 42 间住宅单位的酒店式公寓

（逾 10,000 平方米 / 逾 108,000 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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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 — 睿东中心 （发展作销售物业）

（约 121,000 平方米 /约 1,300,000 平方呎）
停车位数目

： 约 1,000 个（零售街区）
约 610（睿东中心）

交通网络

： 直接连通地铁 2 号线和 3 号线的交汇站

商场特色

： 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建筑设计独具一格，将以人为本的「开放里」概念贯穿始
终。通过保留古老街巷与六处富含历史底蕴的院落和建筑，再融入两至三层
的独栋建筑，并采用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与格栅配以大面积落地玻璃幕
墙，成都远洋太古里既传统又现代，营造出一片自由开放的城市空间。
在深刻理解成都这座城市以及当地消费者生活习惯的基础上，成都远洋太古
里首创「快里」「慢里」概念，并精心选择品牌和业态创造出「快耍慢活」
的全新生活方式。

主要租户业态

： 成都远洋太古里「快里」购物街区汇集了 Hermès 爱马仕、GUCCI 古驰、
Cartier 卡地亚、Chloé 蔻依、GIVENCHY 纪梵希、Versace 范思哲、Alexander
McQueen 亚历山大·麦昆、Stella McCartney 丝黛拉麦卡妮、JIMMY CHOO、
ISSEY MIYAKE 三宅一生、Tiffany & Co. 蒂芙尼等全新概念旗舰店。除了国际
一线品牌，还引入 MUJI 无印良品在海外的第一间世界旗舰店、全国首个
Jurlique 茱莉蔻 SPA 概念店，以及首次进入西南地区或成都的 Marni 曼黎
怡、Maison Margiela、MICHAEL KORS 旗舰店、 Kate Spade 旗舰店、、Juice
概念店、爱迪达主场旗舰店、耐克跑步体验店等国际品牌。

「慢里」汇集了米其林星级餐厅 Tasty 正斗、Din Tai Fung 鼎泰丰、Jade
Garden 翠园，带来顶级品质的精致美食；Starbucks 星巴克位于西南地区的
全球旗舰店、Häagen-Dazs 哈根达斯在上海之外的第一家酒吧概念店、全国
首间 Café & Meal MUJI，都为成都带来全新消费体验；Element Fresh 新元素
餐厅、KABB 凯博、Wagas 沃歌斯、Blue Frog 蓝蛙、小山、 Let's Seafood、
Lian 莲、绿茶、Wuu's Hong Kong Cuisine 吴系茶餐厅、MustGuette 红邮筒、
Gloria Jean's Coffees、Moka Bros 摩卡站、The Urban Harvest 极食餐厅也首次
亮相西南地区或成都，提供更丰富的美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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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精致美食，「慢里」还特别引入多家创意文化生活品牌，包括集书店、
美学生活、「例外」服饰与咖啡为一体的方所，汇集世界顶级设计产品、文
具、精选书籍的物心，以及传奇笔记本品牌 Moleskine、欧洲顶级定制银器
品牌 Christofle 昆庭、百年茗茶王德传、科技与时尚完美结合的 drivepro、
精致贴心的 The Beast 野兽派花店、日本最大的料理工作室 ABC Cooking
Studio、精品超市 Ole'、和西南地区影音设备及观影感受最佳的百丽宫电影
院，让忙碌的都市人在这里慢下脚步，邂逅生活的美好。

奖项及殊荣

： 年份
20 12
20 14
20 14
20 1 4
20 14
20 14
20 14
20 15

奖项
银奖——最佳市区重建项目
LEED 绿色社区金级预认证
2014 风尚成都商业年度潜力项目
微博影响力奖
十大潮流商业地标
2014年度中国（成都）网评城市新地标
年度最具期待项目奖
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

20 15
20 15
20 15
20 16

城市土地学会全球卓越奖
购物类建筑大奖
香港建筑师学会2015年年奖
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

查询热线

：

官方网站、

： www.soltklcd.com

主办机构
MIPIM 亚洲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
成都商报
新浪四川
四川线上
腾讯房产
新潮周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城市土地学会
世界建筑节
香港建筑师学会
香港设计中心

(86 28) 6501 8888

微博、微信

@成都远洋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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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遠洋太古里

@成都远洋太古里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