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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1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获悉，今年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和5号线北延伸段有望
年内动工建设；明年有望开建5A线（原5号
线支线）。

轨道交通4号线二期（唐家沱—石船）全
长约33公里，设车辆段1个，全线设铁山坪、
干坝子、鱼嘴、鱼庙路、高石坎、复盛、王家
城、生基堡、龙兴、高石塔、普福、桐梓林、石
船南、石船共14个车站。其中换乘站4个，
与8号线在干坝子站及复盛站换乘，与14号
线在普福站换乘，与15号线在生基堡站换
乘。

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园博中心—
悦港大道）全长约8公里，设停车场1座，全
线设悦港大道、椿萱大道、中央公园西、鲁家
沟、甘悦大道、玉河沟共6个车站。其中换乘
站2个，与14号线在悦港大道站换乘，与10
号线在中央公园西站换乘。

明年，我市力争动工建设5A线：重庆轨
道交通5A线工程位于城市西南部，线路起
于富华路站，终于跳磴南站，线路全长29.45
公里。目前全线车站名均为暂定名，尚未最
终确定。

据介绍，2018年至2020年，我市预计将
建成4号线一期工程、5号线一期南段、9号
线一期、环线、市郊铁路尖璧段及6号线支线
二期等项目，预计到2020年我市轨道交通
通车里程将达450公里。

今年开建
4号线二期、5号线北延伸段

明年开建
轨道5A线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18日，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和市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我市轨道交通环线东北环（重庆图书馆站至重庆北站南广场至海峡路段）和轨

道交通4号线一期（民安大道-唐家沱）年内将开通试运营。

4号线一期工程，是我市轨道交通网络重要的骨干线路之一，全长15.6公
里，途经渝北区、江北区，串联起了新牌坊、重庆北站综合交通枢纽、两路寸滩保
税港区、唐家沱组团、港城工业园区等重要区域。

全线设车站9个：民安大道站、重庆北站北广场站、头塘站、保税港站、寸滩站、
黑石子站、港城站、太平冲站、唐家沱站，其中换乘站5个，设唐家沱车辆段1个。

4号线一期年底通车后，市民可在这些站点换乘：民安大道站与在建环线实
现站内（同台）换乘；重庆北站北广场站，与已建10号线实现站内换乘，并与重
庆北站综合交通枢纽实现换乘；头塘站，与在建9号线实现站内换乘；保税港
站，与在建9号线实现同台换乘；太平冲站，与远景11号线实现站内换乘。

轨道环线东北环
4号线一期 年内通车试运营

轨道交通环线为轨道交通线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庆轨道交通线网中唯一的闭合环形线
路，全长50.8公里，设车站33个，其中换乘车站13个。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年内通车的轨道环线东北环，为重庆图书馆站至重庆北站南广场至
海峡路段，设有24个站，目前这些车站进入全面装修阶段。通车后，在沙坪坝高铁站，市民在站
内即可换乘轨道1号线和环线，从沙坪坝高铁站可直达重庆北站南广场。

环线东北环设车站24个
年内从沙坪坝高铁站可直达重庆北站南广场

4 月 18 日，
柠檬黄涂装的
轨道交通环线
首列列车正在
吊装。

首 席 记
者 崔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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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4号线线路示意图

2018年4月18日，中国房地产top17的金
科，和华南来了一场最美好的遇见。

这场名为“金科华南区域战略发布会暨金
科产品线品牌首发盛典”的高颜值、高智商、高
规格的地产产品发布会在深圳举行。通过这场
发布会，金科借此告诉中国，世界正东方，华南，
我们来了！

产品发布会之前，随着一次次的揭秘和剧
透，业界捏了一把汗，工科生金科要做文科生的
居住精神理解作文，会不会显得生硬突兀？甚
至，理念和产品无法很好结合？

但通过这场精彩干练的发布会，质疑变成
了赞扬，看好金科的声音越来越多。

从开发商到服务商，从刚需市场到改善市
场，金科正在“超越金科”，以发布会为体，承载
东方精神为魂，20岁的金科，正在逐步完善自己
的人居观：以磅礴的大视野和大格局，传递现代
东方居住理念。

这一场“不一样”的发布会，让全国媒体见
识了金科的匠心独运、变与不变。

发布会印象之一：注重见证

这是一场媲美苹果的产品发布会，一场地
产界超高规格的盛宴，金科2018年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由华南见证、也由全国媒体见证。

在选择时间和地点上，就可以看出“见证”
的雄心，深圳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见证
20岁的金科来到华南，并开启金科华南元年。

步入现场，如走戛纳电影节红毯一般，红色
调的金科主题色，和月白色的东方色调混搭，恰
到好处的不张扬。这一段短短的路程，每一步
都像是浓缩着金科20年的积淀与成长，每一步
都流露着颠覆想象的震撼与质感。

当天，共有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等500多人
到场，位于深圳的这场产品发布会大厅几近爆
满，人气鼎沸，盛况空前。

金科股份联席总裁方明富先生发表了《与
华南共美好》的主题演讲，首次披露了金科“深
耕华南、拓展海西、布局大湾区”的华南战略。
金科股份营销中心总经理李衍明先生发表了
《东方场景》的主题演讲，首次披露了“三系一
核”的产品战略，系统介绍了琼华、博翠、集美三
大产品线。

在全国媒体的见证下，本场产品发布会给
观者带来震撼的同时，更让媒体感受到金科关
于“世界正东方”、“你好，华南！”的用心与诚意。

发布会印象之二：彰显自信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金科这柄“重剑”，开
了一场“大巧不工”的发布会，这样的感觉反而
很好，大道至简，越不花哨，越平凡的东西可能
蕴涵着精巧的极致。

常常有业内人士吐槽，一场项目发布会，
70%的时间是在看表演、维密秀、歌舞串场……
反而真正聊项目的环节很少，这恰恰是对于项
目本身不自信的做法。

金科的发布会，并没有那么多的创意和特
效，而是将现场体验最优化，PPT风格简单，内容
翔实，每页都是精华内容，一组组详实的数据，
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体会到金科对用户的诚心。

攫住观众视线的秘诀是：基于用户需求的品
质产品内涵，这是一场文化自信下的产品自信。

这场名为《东方场景》为主题的产品战略演
讲中，把金科三大产品线的内涵延伸开来，从琼
华、博翠到集美，虽然产品的类型不同，面向的
消费人群不同，但主张的却是同样的精神内核
——东方人居。

可以说，在发布会上，金科用产品和服务说

话，也让“世界正东方”5个字的情感传递无比具
象清晰。

简洁为王，干货第一，金科做得很完美。

发布会印象之三：情景融入

这是一场很东方的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有一场东方人居美学主题展，

这是一场东方生活的大美呈现。一场具有质感
的发布会，需要保证品质和调性，一句话，不能
走偏，也不能“浮”在表面。

《道德经》中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
至繁。”简洁素朴的原木色与白色，集萃自自然
的木器、陶瓷，坚守着古老原始的简单与美好。
金科发布会深谙其中精髓，格调朴素雅致，去繁
就简，反而韵味无穷。

“博翠系”是此次发布会的重头戏，此前，金
科在重庆已经摸索出了“博翠系”的1.0版产品
金科·金辉博翠山、金科博翠园、金科·中建博翠
长江、万州区金科·海成、博翠江岸、璧山区金
科·博翠天悦等。

发布会上，“博翠系”的关键词处处情景展

现。在现场，金科博翠系品牌文创衍生品，以
茶、香、书为序，翠茗飘香、闻香拾萃、博闻乐
知。包括胸针、杯子、茶盒、水、茶叶、笔、镇纸
张、书签、闹钟、香插、香薰精油、纸巾盒等，都是
用最原始和简单的方式，唤醒生活的初心美好。

世界正东方，是金科三大产品系的价值主
张，整场发布会下来，从东方人居美学主题展到
金科产品系，这一点价值主张贯穿始终，主题鲜
明，也能让参会的媒体有沉浸感。

发布会印象之四：沉稳内敛

这是一场很“沉稳”的发布会，与金科注重
品质与内涵的文化特性不谋而合。

无论是“最强大脑”主持人蒋昌建先生的睿
智风趣，还是现场金科股份联席总裁方明富先
生、金科股份营销中心总经理李衍明先生的主
题演讲，甚至令狐磊对《博翠传书》的解读，都是
内外兼并，富有激情与张力。

方媛
图片由金科地产提供

世界正东方 金科方少年

金科布子华南 传递东方人居理念

终于等到你。
通过这场发布会，你会很惊

讶，金科对一个群体的画像是如
此的精准，对一个产品的理解是
如此的深入骨髓。

而一场完美的发布会背后，
是金科的“变”与“不变”。

金科的变——

如今，房地产行业集中度继
续稳步提升，并呈现持续向龙头
企业集中的态势;行业资源整合、
企业兼并重组加快;我国住房租
赁市场发展较快。面对这些新变
化，房地产企业要根据企业自身
发展情况制定合适的战略，要苦
炼内功，稳扎稳打，向高质量发展
要效益。

为此，金科积极扩展城市拼
图，做大做深城市战略，落子华南
即是其经典代表作。

金科的不变——

当前，我国房地产由高速发
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人们对于
住房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个
性化的特点，需要围绕打造“美好
居住生活升级版”的高品质住房
体系上下功夫。金科在此大背景
下，对自身产品系的重新研发和
发布，对“博翠系”这一最适合城
市品质阶级产品的匠心雕琢，正
是对美好居住的升级。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顺应新
时代，“三大产品系”下的金科，我
们叫它“新金科”。

新的金科，新的征途，以这场
发布会为信号，金科正在改变，却
初心不变！

金科的变与不变

金科华南区域战略发布会暨金科产品线品牌首发盛典现场

发布会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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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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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4月18日，轨道交通4号线唐家沱车辆段，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轨道4号线列
车。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