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级重庆滨江品质生活 融景城收官大宅载誉归来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与海外经济往来的重要内河口岸，江水资源得天独厚，逐水而居更是成为城市精英的首选。
其中，重庆北滨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区位，逐步形成以中高档住宅建设为主，集商务、餐饮、休闲、娱乐、购物、居住于一体的新滨江经济带。值得一提的是，融景城，正居北滨核心，两大成熟商业左右为邻，让一切生活乐

趣，不再受交通时间与距离所限。如今，百万平方米超大体量、全能多业态建筑金融街·融景城收官巨献，品质全面升级力作——金融街·融景城[馨苑]更是载誉而至，满足对城市繁华有极致追求的改善需求。

内外兼修 以苛刻缔造全优生活圈
现在人们的生活正在不断改善，在

买房时也更加谨慎，对楼盘的各个方面
也要求地愈加苛刻，外部的区段位置、
交通、商业和教育配套等，内部的景观
资源、社区空间和功能配套等，都成为
了买房者考虑的核心问题。而在“兵家
必争”的北滨路，金融街·融景城[馨苑]
凝聚苛刻的居住要素，荟萃中心繁华和
稀贵生态，打造生态生活圈，给业主悉
心缔造一个全功能配套的醇熟生活大
境。

全能配套——以全能引
领北滨路人居风尚

融景城位于江北嘴和观音桥之间
的北滨路中段，坐拥一流的江景资源。
交通方面，融景城周边规划有轻轨9、10
号线，10号线可达江北机场，连接两江
新区中央公园-悦来，9号线则使融景
城能无缝接驳江北嘴CBD，可谓畅达主
城各大核心商圈。

此外，项目在生活、休闲、教育等方
面的配套也堪称全优。教育配套有新
村致远实验小学、东方剑桥双语幼儿
园，馨苑组团配套幼儿园。生活配套方
面，融景城左临星悦荟、右靠鎏嘉码头
大型滨江商业中心，项目自身配套约10
万平方米商业。无论家人有任何生活
需求，均能就近享受全面优质的生活服
务与配套，让全家所享，便捷无忧。

三重景观——以稀贵领
秀北滨路人居时代

或许在城市中，有的人选择住宅还
停留在林立的奢华商业、高效的交通等
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舒适、生态、
早就成为峰层人士更高的品位生活追
求。在城市配套中，想拥有美丽的江河
资源，是稀缺的，尤其是想拥有城市繁

华商圈里的好山好水，更显珍贵。
据了解，金融街·融景城[馨苑]以环

抱式建筑布局，得以独揽江、园、水三重
立体景观意境。此外，项目围合中庭，
将园林与水景融于景观节点之中。

居于其旁，既包容城市的灯红酒
绿，又享河滨风光的静谧安然，让“依水
而筑，傍园而居”的生活理念不再是梦。

超高配置——以匠心荟
萃北滨路人居典范

在硬件的打造上，馨苑组团同样下
足功夫。以同步世界的审美眼光，匠心
铸造国际主流的高端住宅风格，整体采
用现代简约主义，高档用材与建筑工艺
的完美结合，使外立面呈现非凡大气的
气质。

在产品的打造上，馨苑组团悉心考
量改善居住需求，超高配置一宅一生。
整体梯户比按照3梯4户，4梯6户高标
准设计，远超过常规高层住宅产品标
准；与此同时，近1:1车位配比，符合主
流改善型产品标准；奢阔居住尺度，设
计合理，将每一个户型空间充分发挥，
以大境格局塑造高端人居。

此外，细节处也极致用心，只为呈
现对生活的至高敬意。包括指纹密码
锁、24小时监控在内的多重安保体系，
为业主生活安全保驾护航；以新风系
统，保障家人健康，更多清新自然；并预
留地暖位置，再细致的要求，都竭力满
足。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对社区生活宜
居的充分考虑，馨苑组团匠心打造的邻
里中心，既注重空间艺术气息营造，更
强调功能实用性与生活互动性，打造全
龄主题社交空间；室外会客厅，实现会
客等待、聚会交流功能，精心安置灭蚊
灯、特色植物，让夜晚小聚，不被昆虫等
困扰。

荣誉升级 融景城收官大宅定鼎北滨人居
作为金融街布局重庆的首个高品质住

宅项目，馨苑组团承载了金融街融景城对于
城市人居理想的深度实践，在演绎“苛刻”全
优活圈的同时，还演绎着更高标准的人居典
范，为重庆北滨路开启2.0版品质生活。

产品以Y形T4建筑结构为主，在保证
最大中庭及江景观资源的同时，也提高了
社区的整体舒适度，项目产品面积套内约
82-125平方米，在前期产品交房标准的基
础上提档升级，以匹配改善类客群的置业
需求。

此外，套内约125平方米的户型，拥有
13.9米面宽的横厅设计、7米阔绰宽景阳
台。同时，电梯前室直达入户，无论从何处
归家，业主都能获得应有的私密尊崇待遇。

曾有一种说法：“无套房，不主卧”。在
空间的规划中，主卧为大气套房，享独立卫
生间、衣帽间，最小次卧开间为3米，尽量放
大每位居者的生活享受。同时，主卧转角采
用了飘窗的设计，270°揽景入怀，在获得
更多生活志趣空间的同时，将室外美景、蓝
天白云引入室内，形成了独特的“天幕视
野”。

套内约120平方米的户型，其客厅则可
改大横厅设计；层高3.15米，升华生活品
质。在空间的规划上，三变四房灵动空间，
坐拥诗意阔居。此外，7.2米的宽景阳台与
小区的围合式中庭景观、盎然的绿树繁花之
景紧密结合。想象一下，在阳光充足的午
后，坐在阳台上，品一杯清茶或咖啡，看着窗

外的景色……一生追求不过如此。
张婷婷 图片由金融街融景城提供

结语》》
金融街·融景城[馨苑]，让自然与城市

更好的邂逅。外有都市鼎盛配套、活力商
圈，内可俯瞰城市繁华和怡人景色，将诠释
北滨路全新的生活美学，创享2.0版滨江品
质生活。

金融街·融景城【馨苑】
样板间即将盛大启幕

恭迎品鉴

“百货现金券5.5万元、国通汽油
1吨油、重庆欢乐谷单人行年卡、重庆
华侨城嘉途酒店价值4440元高级房
间……”近日，涵盖23项衣食住行的

“锦鲤豪包”，在社交网络上受到了热
烈追捧。

“大爱锦鲤”获超10万人参与

据悉，这是由我市知名零售企业
重百新世纪于周年庆期间发布的“1
元抢锦鲤”线上互动活动。活动期间，
通过线上浏览人数超数十万人次，实
际抢购人数近10万人次。值得一提
的是，人们只需花1元即可参与大爱
锦鲤活动，活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
捐助给“童行安全路”公益项目。

此外，为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情感
共鸣，提高关注度，重百新世纪还将本
次周年庆的主题元素“锦鲤”与解放
碑、洪崖洞、人民防空洞、长江索道等
一系列具有重庆人文印记的城市标志
相融合，特别绘制了一套主题宣传画，
获得了市民们的高度评价。

“明显感觉到重百新世纪越来越
‘年轻’了。”消费者杨女士表示，虽说
重百新世纪是本土传统百货商场，但
是如今可以明显感受到正逐渐往年
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举办的活动
也不再是曾经单一的打折促销，而是
不断创造出更多具有文化内涵和社
会意义的主题活动。

创新营销重塑品牌价值

“窥一斑而知全豹”，重百新世纪

对周年庆的打造，也折射出这家企业
打破常规，创新求变的经营思路，为
当下市场环境下传统零售企业创新
转型之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
角。此次推出的“锦鲤豪包”既是结
合社会热点推出的创新主题营销，也
是对多年积累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从而产生最大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

作为我市的传统零售企业，重百
新世纪已陪伴重庆人民走过多年，其
金字招牌早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
消费不断升级，人们“追新思维”越加
明显，其品牌形象传统、辨识度较低
逐渐成为企业的痛点。因此，重塑品
牌价值即成为了重百新世纪当前亟
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如今，以‘80’、‘90’后为代表
的未来消费主力人群，开始追求品质
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所以打
造更年轻化、个性化、趣味化的品牌
标识尤为重要。”业内人士表示，今年

以来，重百公司将“变好玩，才能一起
玩”作为全年营销主题，同时围绕其
开展一系列话题类主题营销活动，取
得了非常不错的社会反响。

如五一节，百货事业部定制了具有
品牌印记及主题含义的手指舞，并以此
为主线打造了极富时尚感和故事性的
创意视频以及主题手指舞挑战赛。同
时，通过互动的形式，强化手指动作，向
消费者传递拒绝“鼠标手”、“低头族”的
态度及健康生活观念，吸引更多年轻人
用有趣的方式为健康生活点赞。

据悉，该活动通过各类媒体进行
发酵，引爆话题，新浪微博话题阅览
数突破320万次，宣传片观看数超34
万次，并获得实时全国社会类话题排
行榜TOP19，重庆区域前三甲。

此外，国庆节期间，还结合国庆
黄金周休闲娱乐方式以及合重百新
世纪品牌特性定制推出了具有趣味
互动性、裂变传播性以及品牌识别度
的手绘风线上小游戏——旅行人格
测试，将个性化与地域风情、品牌深
度融合，引发粉丝主动参与传播。并
通过微信、微博平台多媒体发声传
播，获得逾30万人次参与。

“创新没有终点，实体零售企业
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业内人士认为，只有深入判读
产业环境，充分了解新的消费趋势，
创新性打造出独有的品牌价值才能
在白热化的营销竞争中脱颖而出。

重百新世纪
周年庆引全城热议 创新营销再出佳绩

汪正炜
图片由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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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锦鲤”所筹资金全部捐助于“童行安全路”公益项目

小朋友参与“童心童画”互动活动

11月10日晚，唯品会公益与友
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举办的
2018年度“唤醒千年之美”大学生
非遗创新奖学金项目颁奖典礼于北
京举行，来自深圳大学的队伍“如来
佛组”凭借竹坞设计平台项目，从
252组学生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
等奖，22个学生队伍项目成果更同
步亮相项目成果展，吸引现场嘉宾
纷纷驻足点赞。

通过项目评选、公益旅行、方
案、设计产出等多样化、全方位的方
式，“唤醒千年之美”大学生非遗创
新奖学金项目不仅吸引大学生深入
了解中国非遗的深刻内涵，更是最
大限度地培养和激发了优秀大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青年
力量为非遗传承与发展事业出一份
力。

252份创新方案
勾勒非遗传承轮廓

今年4月，唯品会公益与友成
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唤醒
千年之美”大学生非遗创新奖学金
项目，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和喜
爱非遗，为非遗注入新元素和新动
力。项目发布一个月内即吸引了
252组学生团队报名参加，覆盖传统
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多个领
域共1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
激烈的角逐，22强团队获得了前往
其所选非遗发源地进行公益旅行、
切身体验非遗之美的机会，同时通
过项目组委会开设的“非遗学院”线
上课程，系统性学习非遗知识，领略
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大学生是勇于创新、敢于实践
的中坚力量，参赛者们凭借自身卓
越的创造力与实践力交出了一份令
人惊艳的答卷。颁奖典礼当天，22
强团队的项目成果同步亮相“唤醒
千年之美——2018年度大学生非
遗创新奖学金项目成果展”，获得现
场来宾的一致好评。特等奖的获得
者是来自深圳大学的学生团队，他
们以青神竹编非遗工艺为核心，大
胆地提出“竹质青年”和“一人居”竹

质家居新颖的品牌设想，设计出一
个集展示、销售、品牌打造等功能于
一体的多功能竹编电商平台“竹坞”
的创业方案。项目不仅契合了当下
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情感需求，同
时也为非遗技艺创造了市场开拓的
新思路。而来自同济大学的团队则
对“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艺”非遗技
术及当地的盐文化进行了品牌包装
与推广，他们依据当地特色制定旅
游线路，旨在联动地区发展，为当地
带去经济效益。项目获奖团队将会
获得5000元/人-1.5 万元/人不等
的奖学金。其中，部分具备创造性
与可行性兼具的项目，更有机会与
唯品会特色电商公益平台唯爱工坊
进行对接并进入市场，真正让非遗
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

新生代语境演绎非遗
千年之美再度流行

非遗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与代
表，一方面是构建文化自信的强大
后盾，同时也应随着时代的进步在
传承中活化创新。此次唯品会公益
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的非
遗创新大学生奖学金项目，正是让
年轻人更深入理解和喜爱非遗的重
要举措。在项目期间，不少参赛队
伍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直
播等创新方式，向身边的同龄人传
播非遗，扩大非遗在年轻群体中的
传播力与影响力。据统计，各学生
团队自创的微博传播量超过15万

人次，直播短视频平台传播量更高
达70万人次。打破非遗传承时代
隔阂的关键，是要在年轻群体的语
境里讲述非遗故事。一直以来，唯
品会电商公益平台唯爱工坊致力于
促进非遗的创新传播，如紧随现代
时尚步伐推出系列非遗时尚单品、
携“非遗潮”快闪店空降潮人集中地
草莓音乐节、邀请新生代女子团体
火箭少女101成员紫宁和一众时尚
达人穿搭非遗时尚等多种方式，向
年轻人传递非遗魅力。除了线下的
积极推广，唯爱工坊还开展了一系
列贴近新生代潮流的线上传播，通
过年轻人喜爱的社交平台分享非遗
之美，带领新生代助力非遗传承。
事实表明，唯爱工坊在越来越广泛
的群体中已得到了高度认可——不
仅已上线的非遗系列专场取得优秀
的销售成绩，近日更一举拿下第十
四届中国公共关系案例大赛“讲好
中国故事与海外传播”金奖和2018
年金旗奖全球案例评选“全球化传
播”金奖两个行业内大奖。

非遗的传承与活化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只有凝聚各方资源，激发更
多新生力量，丰富创新形式，才能让
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命力。
2019年，唯品会公益和友成企业家
扶贫基金会将继续推动大学生非遗
创新奖学金项目实践，吸引更多年
轻群体的加入，为非遗传承与传播
注入新元素和新力量。

携手友成基金会唤醒千年之美

唯品会公益助大学生成为非遗传承创新担当

深圳大学团队凭借“竹坞设计平台项目”荣获大赛特等奖

唐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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