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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桃李满城 礼鉴重庆”为主题的
新城·金科·桃李郡全球发布盛典在悦来国际
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新城控股、金科地产主要
领导，全国几十家主流媒体，400多位地产界
大咖及特邀嘉宾亲临现场，共同见证了新城与
金科联合打造的首个人文教育巨著的惊艳亮
相。

三重区位优势叠加
领略宜居生活新高度

在一路向北的发展进程中，两江新区已经
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新核心和经济新引擎，快速
的发展将两江新区的数个区域推向了城市舞
台中心的聚光灯下。空港工业园、保税港及江
北国际机场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助推
器”，共同助力两江新区快速发展。

据了解，新城控股与金科地产联袂打造的
旗舰项目——桃李郡项目位于两江新区核心住
区空港组团，作为两江新区门户、主城新中心和
国家中心城市风貌展示区，具有三重区位优势倍
增效应，聚集了国际商务、临空经济、高端住区、
休闲游憩、文化创意于一体。

桃李郡独占领域稀缺宜居胜地，集区域价
值、景观价值、建筑价值、居住价值、城市人文
价值于一身。项目总占地45575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21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3.4，绿化率
35%，距离江北机场6公里，距离中央公园仅8

公里。项目紧挨渝北中学、两江新区小学，教

育资源丰富；毗邻空港商圈，近距离可享两路

商圈、汽博商圈，西部奥特莱斯、宜家家居等便

民市政城市配套；此外，桃李郡咫尺桃源公园、

碧津公园、空港公园、天鹅湖公园四大市政公

园，还有多宝湖、东方红水库两大天然水体相

邻，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山水、人文、商业、教育

等多重资源优势的宜居大盘。

桃李郡凭借其核心的区域价值、独有的自

然资源、强大的项目品质、多元的成熟配套、唯

美的匠心景观等多重优势，扛起顶级人文住区

的大旗，重塑空港楼市地位。

两大千亿房企联袂之作
铸造城市住宅标杆

作为新城与金科两大地产巨头的首个亚
洲人文教育首作，两大品牌强强联手，其开发
实力与运营经验，成为项目保值的“黄金后
盾”，一经面市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位列中国房地产企业前20强的新城控股集
团，致力于开发优质住宅物业和包含购物中心在

内的综合体项目，并始终坚持“区域聚焦、高速周
转、产品多元化”的发展战略，目前开发项目达
200余个，分布于上海、南京、重庆等59个国内
大中型城市，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据新城控
股12月4日公告显示，1-11月累计合同销售金
额约1052.95亿元，成功晋级千亿房企行列。

新城控股重庆区域总经理王延军在项目
发布会上致辞，将新城控股布局重庆的宏伟雄
心与匠人精神展现给世人，强调必将桃李郡打
造成为一座住宅标杆。

金科作为重庆本土龙头地产企业，公司总
资产约1200亿元，业务遍布中国京津冀经济
圈、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
的52个城市。如今，金科已形成了以新地产+
新服务为龙头，产业综合运营、社区综合服务、
酒店园林、门窗装饰等协调发展的多元化产业
结构和业务格局，建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市
场优势，具备了强大的综合竞争力。

传承千年书院气韵
刷新重庆北美学天际线

在世界重回东方的今天，东方美学和人文
艺术正在以深刻的智慧，改变新一代人居理想。

在项目启动之初，桃李郡团队怀揣着“溯
源中华文化，拜学书院精魄”的敬仰重回四大
书院，沐淋书院文化，感受书院流传千年的人
文精神，并将其融入到桃李郡的空间布局、产

品功能、园林造景的打造中，力求精益求精、不
断超越。每个细节都经过整个团队上百次的
提议、驳回、修改、完善，只为给重庆北打造一
座书院印记和书香气息浓厚的新亚洲人文书
院——新城·金科·桃李郡。

正是在东方情结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主导下，新城·金科·桃李郡承袭新城控股与金科
地产的东方美学血统，集新中式园林造诣之大
成，营造重庆北热土上的东方美学天际线。

致力中华文化繁荣
造就重庆人文建筑史诗

桃李郡项目以打造教育人文标杆为基
础，致力于中华人文精神的繁荣与发展。项
目启动以来，先后发起了共享书屋、桃李讲
堂等公益活动，通过免费共享与趣闻视频等
模式，让知识和书籍进入到普通居民的生活
中。

情怀至上的桃李郡，在不断追求品质的同
时，更极大地丰富了公众精神内涵，项目以“知
书达理齐家入仕”的理念，将人文精神与建筑
相融合，给重庆北奉献了一座传世人文建筑史
诗巨著，传承千年书院之人文气韵，见证着文
明与文化的延续，鼎力共铸重庆人文美学城居
传奇。

新城·金科·桃李郡
打造新亚洲人文书院,开启人文住区新高度

桃李郡项目发布会图

方媛 图片由桃李郡项目提供

重庆三峡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
目前三峡库区腹地唯一一所普通本
科院校，2013年7月被增列为硕士学
位授予单位。经过60年的创业发展，
已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研究生
教育、成人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协调发
展的办学格局。全日制在校生2万余
人。

多年来，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思
想，秉承“厚德博学、自强创新”的办
学理念，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
化传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教
科文卫体系统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大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国
家二级档案目标管理单位和重庆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文明单位、园林单
位、平安校园、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
学校以及重庆市教育质量管理年先
进集体、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先进集
体、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重
庆三峡学院领导居安思危，高屋建
瓴地提出引导学校朝着应用型大学
转型发展。

锁定一个目标：
创新驱动求发展

12月10日，在重庆三峡学院，当
与校长张伟谈起学校改革创新发展
话题时，张伟表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为教育事业进一步指明了发展
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
时代，作为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刻
的重庆三峡学院，在这个伟大的新时
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面对
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重庆三峡学
院应创新意、显特色、谋发展，要把学
校建成“三峡之心、长江之滨的最美
校园”，把学校办成三峡库区人民满

意的大学。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正因如此，重庆三峡学院领导班
子清醒地认识到，如今教育改革突飞
猛进，学校的发展与现代教育的发展
还有很大差距。在看到自己成绩和
优势的同时，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
只有居安思危，才无近忧。只要牢牢
扭住转型发展不放松，才能使学校在
激烈的竞争中显生机、出活力和拓展
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结合新时代高等教育特点及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重庆三峡学院要推

进转型发展，重在创新办学理念、与
时俱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
社会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新”，着力打造亮点和凝练
特色。

学校提出建成在重庆教育界有
影响、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地方应
用型高水平大学。这一目标，得到了
全校师生的认同。

抓好两大建设：
因地制宜显特色

重庆三峡院的发展，思想观念的
转变是前提，科学的举措是关键，求

实的行动是保障。这三个方面的结
合，缺一不可。

如果没有行动，再美好的蓝图也
难以绘就，重庆三峡学院要办库区人
民满意的大学，就得有举措、有行动，
否则就永远是一句口号。

“抓转型、求创新、谋发展是学校
能否发展的关键”。这是重庆三峡学
院领导班子的共识。

结合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学习完
党委书记李廷勇要求全体党员干部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合作开放、提升
内涵。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
作为。学校坚持以转型发展为主
线，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建设

为龙头，以条件建设和队伍建设为
保障，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力争
早日把学校建成重庆高等教育界有
重要影响、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
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为此，学
校着力抓好“六个校园”和“六个一
流”的建设。

步入校园，首先呈现的是一幅饱
含三峡激情的大幅铜雕，让人领略到
三峡人的勤劳勇敢、美丽善良的精神
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沿大门拾级而上，放眼四周，几
条宽阔的道路呈现在眼前，这些道路
两旁，整齐的栽种着名贵树种。

葱茏的叶榕在秋风下摇曳，金色
的银杏轻舞霓裳，茂盛的梧桐舒展广
袖，激情的红叶张开笑脸……

霎时，仿佛走进了一座美丽的都
市花园。

“六个校园”即“六个校园”（活力
校园、绿色校园、智慧校园、书香校
园、平安校园、开放校园）和“六个一
流”（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一流教师、
一流学生、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建
设。

为了将“六个校园”建设落到实
处，学校因地制宜发挥各种优势，重
庆三峡学院利用独特的地形地貌打
造活力校园，开展校园马拉松大赛和
攀岩基地建设，以此激发师生们奋发
努力的精神和锤炼坚忍不拔的意志；
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学校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种植高品位的绿色植物、
打造特色景观，把校园几条主要大道
一律修成9米宽，分别种上叶榕、梧
桐、银杏、红叶、香樟等名贵树种；结
合学校的学科优势，学校着力智慧校
园的建设，与北京理工大学毛二可院
士、西南大学廖晓枫团队、香港城市
大学王军教授和中国移动物联网公
司等多所大学和科研团队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与两名波兰院士签署人工
智能开发合作协议。

2017年11月18日，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主办、重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重庆三峡学院承办的
高层次人才支持三峡库区高校智慧
校园建设项目启动仪式暨国家级专
家服务基地揭牌仪式在学校举行，重
庆市人社局领导、高教学会信息化分
会领导及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专
家学者出席会议。据介绍，重庆三峡
学院是重庆市高校中目前唯一获批
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的学校。此基
地将立足三峡、服务重庆、面向全国，
组织引导广大专家利用专业优势，帮

助基层集聚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技
术、优化产业结构、培养急需人才，为
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服务，为库区绿色生态发展提供
智力支撑。

三峡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大山大河造就和孕育了三峡人勤劳
朴实、美丽善良；勇敢坚强、乐于奉献
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质。为了传承
三峡精神和弘扬三峡文化，学校拨出
专项资金、建起三峡历史文化馆、三
峡校史陈列馆和三峡美术馆，让学生
学习参观“三馆”，了解三峡历史文化
内涵和校园文化精髓，通过文化浸
润，让学生很快转变角色适应校园环
境，激发师生热爱三峡、热爱校园的
思想感情，培养“我骄傲，我是三峡学
子！”的自信情怀和感恩意识。结合
三峡文化的特色和新时代教育教学
工作的特点及要求，积极推进大学生
素质教育和能力建设，推出讲好校园
故事、传承三峡精神、弘扬教育文化、
培育三峡人才活动主题，正在规划三
峡诗词碑林、三峡历史文化名人雕
塑，以三峡地域文化等品牌校园文化
贯穿于育人全过程，凸显书香校园文
化主题。

结合智慧校园建设，学校加强了
软硬件设施的建设，确保全面工作的
顺利开展和为师生们构建一个安全
的学习生活工作环境。

根据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状况和
产业特点，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上，推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制度体
系，不断推进开放办学。近两年来，
除与印尼、美国等学校及科研机构签
署合作协议外，还与国内的多所高
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和一些事业
单位签署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
面的战略合作协议，以进一步把开放
办学落到实处，更好地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为了建设“六个校园”，学校提出
打造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一流教师、
一流学生、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六个
一流”建设，这“六个一流”都是根据
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优势、立足三
峡特色而量身定制的。

如三峡智慧校园、三峡文化协同
创新系列研究及三峡生态文明建设
等研究项目和学科打造，就充分体现
了这一理念。

重庆三峡学院
创新发展，打造长江之滨最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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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峡特色的校园体育活动 摄/王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