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遠洋太古里
成都遠洋太古里位於成都市中心，由太古地產和遠洋商業共同打造，包含一座開放式、低密度的街區
形態購物中心，一家擁有 100 間客房、由太古酒店管理的都會風尚酒店 — 博舍，配有 42 間客房的服
務式公寓以及 47 層高的國際甲級辦公樓 — 睿東中心。

地點

： 項目位於成都市錦江區大慈寺片區
北臨大慈寺路、西接紗帽街、南靠東大街，臨近春熙路商業步行街

開幕年份

： 2015 年 4 月盛大開業

發展商

： 太古地產有限公司（50%）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50%）

建築設計

： The Oval Partnership（香港） — 總規劃與總建築
MAKE Architects（英國） — 酒店和寫字樓
Spawton Architecture Ltd & Elena Galli Giallini Ltd — 商場負一層室內設計

佔地面積

： 約 74,000 平方米 / 約 795,000 平方呎

總樓面面積

： 總樓面面積約 266,000 平方米/ 約 2,860,000 平方呎


零售街區 — 成都遠洋太古里

（約 114,000 平方米 / 約 1,230,000 平方呎）


博舍 — 擁有 100 間客房的都會風尚酒店

（逾 21,000 平方米 / 逾 227,000 平方呎）


擁有 42 間住宅單位的酒店式公寓

（逾 10,000 平方米 / 逾 108,000 平方呎）


辦公樓 — 睿東中心 （發展作銷售物業）

（約 121,000 平方米 /約 1,300,000 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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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位數目

： 約 1,000 個（零售街區）
約 610（睿東中心）

交通網絡

： 直接連通地鐵 2 號線和 3 號線的交滙站

商場特色

： 成都遠洋太古里的建築設計獨具一格，將以人為本的「開放里」概念貫穿始
終。通過保留古老街巷與六處富含歷史底蘊的院落和建築，再融入兩至三層
的獨棟建築，並採用川西風格的青瓦坡屋頂與格柵配以大面積落地玻璃幕
牆，成都遠洋太古里既傳統又現代，營造出一片自由開放的城市空間。
在深刻理解成都這座城市以及當地消費者生活習慣的基礎上，成都遠洋太古
里首創「快里」「慢里」概念，並精心選擇品牌和業態創造出「快耍慢活」
的全新生活方式。

主要租戶業態

： 成都遠洋太古里「快里」購物街區彙集了 Hermès 愛馬仕、GUCCI 古馳、
Cartier 卡地亞、Chloé 蔻依、GIVENCHY 紀梵希、Versace 範思哲、Alexander
McQueen 亞歷山大·麥昆、Stella McCartney 絲黛拉麥卡妮、JIMMY CHOO、
ISSEY MIYAKE 三宅一生、Tiffany & Co. 蒂芙尼等全新概念旗艦店。除了國際
一線品牌，還引入 MUJI 無印良品在海外的第一間世界旗艦店、全國首個
Jurlique 茱莉蔻 SPA 概念店，以及首次進入西南地區或成都的 Marni 曼黎
怡、Maison Margiela、MICHAEL KORS 旗艦店、Kate Spade 旗艦店、、Juice
概念店、愛迪達主場旗艦店、耐克跑步體驗店等國際品牌。

「慢里」彙集了米其林星級餐廳 Tasty 正鬥、Din Tai Fung 鼎泰豐、Jade
Garden 翠園，帶來頂級品質的精緻美食；Starbucks 星巴克位於西南地區的
全球旗艦店、Häagen-Dazs 哈根達斯在上海之外的第一家酒吧概念店、全國
首間 Café & Meal MUJI，都為成都帶來全新消費體驗；Element Fresh 新元素
餐廳、KABB 凱博、Wagas 沃歌斯、Blue Frog 藍蛙、小山、Let’s Seafood、
Lian 蓮、綠茶、Wuu's Hong Kong Cuisine 吳系茶餐廳、MustGuette 紅郵筒、
Gloria Jean’s Coffees、Moka Bros 摩卡站、The Urban Harvest 極食餐廳也首次
亮相西南地區或成都，提供更豐富的美食享受。

除了精緻美食，「慢里」還特別引入多家創意文化生活品牌，包括集書店、
美學生活、「例外」服飾與咖啡為一體的方所，彙集世界頂級設計產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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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精選書籍的物心，以及傳奇筆記本品牌 Moleskine、歐洲頂級定制銀器
品牌 Christofle 昆庭、百年茗茶王德傳、科技與時尚完美結合的 drivepro、
精緻貼心的 The Beast 野獸派花店、日本最大的料理工作室 ABC Cooking
Studio、精品超市 Ole'、和西南地區影音設備及觀影感受最佳的百麗宮電影
院，讓忙碌的都市人在這里慢下腳步，邂逅生活的美好。

獎項及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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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銀獎——最佳市區重建項目
LEED 綠色社區金級預認證
2014 風尚成都商業年度潛力項目
微博影響力獎
十大潮流商業地標
2014年度中國（成都）網評城市新地標
年度最具期待項目獎
二星級綠色建築設計標識

20 15
20 15
20 15
20 16

城市土地學會全球卓越獎
購物類建築大獎
香港建築師學會2015年年獎
DFA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查詢熱線

：

官方網站、

： www.soltklcd.com

主辦機構
MIPIM 亞洲
美國綠色建築委員
成都商報
新浪四川
四川線上
騰訊房產
新潮週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
和城鄉建設部
城市土地學會
世界建築節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設計中心

(86 28) 6501 8888

微博、微信

@成都遠洋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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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遠洋太古里

@成都遠洋太古里服務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