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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重庆市区域商圈最具影响力商业品牌

重百铜梁商场 引领龙乡消费环境提档升级
改革开放 40 年

来，老百姓的生活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而一座城市商业

的发展程度则与老百

姓生活整体水平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近

年来，随着消费的不

断升级，我市不少区

县政府正着力规划现

代服务业聚集区，努

力建设城市名片，打

造一个个性凸显的特

色智慧商圈。其中，

铜梁龙城天街商圈便

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

的发展案例。

12 月 22 日，重百

铜梁商场即将在铜梁

龙城天街商圈举办开

业典礼，这不仅意味

着铜梁消费环境的全

面提档升级，也代表

着铜梁商圈经济发展

正式迈入了新时代。

国企领航
铜梁商圈迈入新时代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商圈发展，打
造商圈经济，加速商贸流通产业发展，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与活力，近年来，
铜梁区政府便着手谋划建立现代服务
业聚集区，打造以龙城天街为依托的
龙城天街商圈，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
需求和城市拓展需要。

“铜梁龙城天街商圈位于铜梁城
市规划版图的几何中心、交通中心，占
地约700亩，规划商业面积约72万平
方米，是铜梁区竭力打造的‘解放
碑’。”据铜梁区龙城天街管委会负责
人介绍，由小北海度假区、工业园区、
老城区合围而成的新城核心区，汇聚
区域内磅礴人气，辐射百万消费人群，
可为商圈商业繁荣提供充沛的人气、
财气保障。

作为在铜梁区扎根经营10余年的
国有零售龙头企业，重百铜梁商场主
动适应城市产业发展趋势，发挥国企
带头示范作用，积极加入到新商圈的
建设之中，并从老城步行街迁址龙城
天街商圈率先亮相，这对整个区域商
贸转型升级起到助推作用。

据了解，迁址后的新商场共计5
层，设有精致品质生活馆、时尚美颜名

品馆、风尚优雅仕女馆、潮流绅士运动
馆、亲子家居电器馆等品类馆，并将龙
城天街休闲娱乐、餐饮、亲子等业态充
分融合，与商社汇购物中心形成一站

式商业综合体。目前，商场入驻品牌
商家超过300家，提供就业岗位1000
余个。

该负责人表示，重百铜梁商场入
驻龙城天街商圈，扩容规模史无前例，
更让重百这一品牌在龙乡大地上实现
了真正意义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形成
集聚效应，吸引了更多投资者参与龙
城天街商圈建设，切实将新商圈打造
成为铜梁乃至渝西片区最大的商业中
心，掀起新一轮发展热潮。

把握机遇
推动区域消费提档升级

随着商圈大跨步迈入新时代，这
也对重百铜梁商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迁址新开后的重百不仅要
在购物环境方面进行优化，更需要结
合当地消费特征以及现代消费趋势，
不断完善业态品类，加强商品组合能
力，从而进一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推动区域消费水平提档升级。

据介绍，新开业的重百商场营业
面积已由原来的7600平方米扩大至3
万平方米，经营业态也从百货和超市
两大业态调整为百货、超市和电器三
大业态并立。经营品类更进行了大规
模更新淘换，并涵盖至针织服装、百货
精品、数码通讯、儿童玩具、家居用品、
洗化日用、食品、电器等20多个品类，
其丰富的商品组合、优质的服务设施
更能充分满足现代城市人多年龄层的
消费需求。

“由于开业时间较早，商圈发展不
够完善，重百铜梁商场一直都以单体
百货商场的形式存在。但随着新城核
心商圈的建立，重百需抓住这一机遇
提档升级，打造符合现代消费趋势的
商业综合体。”据重百铜梁商场副总经
理倪月典介绍，如今，新开业的重百将
作为龙城天街主力百货店，对商圈资
源的充分整合，如大型停车场、餐饮、
娱乐休闲等配套资源设施和业态与百
货商品进行有效穿插、交换、互动，最
大化地将百货商场的功能辐射至商圈

周边区域。

培育市场
做好商圈发展“排头兵”

作为首批入驻新商圈的本土国
企，势必要发挥好国企责任，培育新的
消费环境和习惯，为新商圈的繁荣发
展起好带头引领作用。因此，铜梁重
百未来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聚集人气，
培育商圈消费氛围。

“顺应新商圈市场消费趋势，秉承
‘以客户为中心’的建设（服务）理念，在
不断优化升级新商场的购物环境的同
时，将当地消费特性与现代消费趋势进
行有机融合，确保商场快速适应现代消
费服务发展潮流。”倪月典表示。

据介绍，今后重百铜梁商场将在
宣传形式上力求多样化、时代化，注重
新媒体的运用，如网站、微商城、公众
号、微信、微博等扩大宣传覆盖面。同
时，注重美陈及氛围营造，打造个性化
的生活场景，策划符合时下热点的主
题营销活动，进一步吸引年轻客群，增
强重百品牌的市场号召力。

除此之外，围绕重百公司提出的
“新零售、新服务、新技能”发展理念，
重百铜梁商场将不断提升服务技能，
创新服务载体，将文化融入到服务体
验之中，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个性化、
特色化的尊享服务，进一步增强与顾
客的粘度，培育一批忠诚顾客，巩固商
圈人气。

铜梁区龙城天街管委会负责人表
示，重百铜梁商场作为铜梁区第一家
大型购物中心，衷心地期盼能够以开
业庆典为新起点，凭着一流的管理、一
流的服务、一流的商品，乘风破浪，打
造核心龙城天街商圈新亮点，成为铜
梁区的标志商业。

汪正炜
图片由重百铜梁商场提供

龙城天街商圈效果图

迁址后的重百铜梁商场

从一场千人业主答谢会看新城控股的用户思维
日前，新城控股住开重庆公司

“新邻新赏”迎春答谢会在江北举行，
近1000名新城业主欢聚一堂，共叙
邻里情。据悉，这也是2018年重庆
举行的首场千人业主答谢会，因此引
发行业内外的极大关注。

对于重庆的房地产市场来说，新
城控股还是一个“新面孔”，但这张

“新面孔”发展速度惊人：2017年 4
月，新城控股进入重庆，在短短一年
多的时间里，已在中央公园、空港、大
学城、西永、巴南、大渡口以及璧山、
江津等地，布局了10个住宅项目和1
个商业项目。新城控股旗下“樾系”、

“隽系”、“昱系”三大高端住宅产品体
系已全面落地重庆。截至11月，新城
控股在渝的销售金额已经达到50余
亿元。

为了答谢重庆购房者的支持并

回馈业主，新城控股住开重庆公司特
地举办了此次千人业主答谢宴。正
如新城控股住开重庆公司总经理王
延军在答谢会上所言：“新城就是想
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向业主表达感
恩之心。”

据悉，新城重庆公司为此准备了
近一个月，现场每一个环节都精心筹
划。有个小细节可见一斑：为了让参
会的每一个业主都快乐、开心，王延军
与主持人提前两天沟通了半个小时。

答谢会后，一位业主颇有感触地
说：“自己拥有多套房产，也参加过多
场业主答谢会，但像新城控股这样为
业主周全考量的还很少。”

处处为业主考虑、为用户考虑，
这就是新城控股一直以来强调的用
户思维，也是新城控股实现高速发展
的秘笈之一。

新城控股集团成立于 1993
年，经过25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
涉足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的综合
性房地产集团，连续10年位列中
国房地产行业前20强。2017年，
新 城 控 股 集 团 实 现 销 售 额
1264.72亿元，实现“千亿战略”目
标。截至11月底，新城控股在全
国的销售额接近2000亿元，名列
全国第8位。

目前，新城控股集团已进入
中国93个大中城市，包括上海、天
津、重庆、杭州、南京、苏州、青岛、
西安、成都、长春、常州等，开发中
或已完成项目达 442 个，已基本
完成全国重点城市群、重点城市
的全面布局。

新城控股跨越式发展的动
力，来自于住宅地产+商业地产

“双轮驱动”的模式，也来自新城
控股的用户思维逻辑。

在过去的20年间，地产行业
形成了以前端开发为主的惯性单
向思维，未来行业发展的核心是

彻底的用户思维，一定要回归到
居住、使用的本质，考虑用户的感
受、体验，再逐渐从后端发散到前
端，这样才能更加贴近客户，更好
地服务客户。

住宅开发的用户思维
以九大产品系对应不同需求

客户需求都是可变的，再优
秀的产品也无法满足所有需求。
新城控股要做的就是在众多客户
需求中，把必须满足的关键需求、
痛点需求做好。客户需求带有强
烈的情感属性，创造和持续创造
客户情感体验，是新城控股产品
应该获得的核心竞争力。

2007年，当大多数房企都在
追求销售数据时，新城控股就成立
了新城建筑技术研究中心，经过
10余年的研发，最终建立“百年住
宅”体系——“Think芯”，并通过

“21项技术、112项验收标准”打造
会思考的“芯”住宅，为城市创建更
舒适、安全、优质的生活空间。

2016 年，新城控股再发布
“Think 芯”2.0 版本，升级为六大
维度、56项技术，为客户打造全方
位安全、健康、舒适、便利、科技的
幸福之家。

基于“Think芯”战略，新城控
股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多维需
求，通过对居住文化研究与甄选，
确立了“新中式、大都会、现代简
约”三大产品系列。三大产品系
列覆盖基于年轻时尚人群需求的

“乐居”产品线、基于品质升级需
求的“圆梦”产品线、基于颐养享
受型需求的“尊享”产品线，形成
新城控股九大产品系，分别对应
不同家庭的不同层次需求。

在重庆，新城控股引入了“樾
系”、“隽系”、“昱系”三大产品，并
充分结合地块资源、人群属性，打
造不同的居住空间。比如结合中
央公园板块“重庆城市新中心”的
定位，打造了大都会风格的朗隽大
都会项目；在巴南花溪则打造了体
现山居情怀的新中式人居项目玺

樾九里。

物业服务的用户思维
通过服务实现资产增值

新城悦物业创立于1996年，
在 2018 年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
业排行中，位列第16名。

在新城悦看来，优秀的物业
不仅能为业主提供全维度的优质
服务，还能给客户的资产保值增
值。为了给业主更好的服务，新
城悦的服务体系也经历了数次迭
代升级。

2017 年“3.0 橙管家服务体
系”推出，新城悦结合现代服务理
念及服务标准，运用互联网思维，
将智慧生活与品质服务相结合，
打造了生活类社区 APP“新橙
社”。业主在这个线上平台可完
成报修、物业缴费、公告服务及生
活用品优惠购买和配送等。不仅
如此，“3.0橙管家服务体系”中的
玖悦服务体系也是亮点之一，包
含了相悦服务、和悦服务、蜜悦服

务、安悦服务、喜悦服务、嘉悦服
务、悦欣服务、诚悦服务和合悦服
务，这些倾心打造的定制服务将
为业主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

商业开发的用户思维
链接客户的精神世界

新城控股的另一个驱动核心
是购物中心品牌——吾悦广场。

马斯洛理论表明，在满足生
理需求之后，人们会追求精神需
求。在经济发展、消费升级的大
背景下，人们不仅注重物质消费，
更高度关注精神生活。因此，新
城控股提出：在商业 4.0 时代，要
链接客户的精神世界。

吾悦广场每进驻一个新的城
市，新城都会洞察当地人的生活
状态、心理特征与文化价值取向，
以恰当、切实的品牌、产品、服务、
活动满足当地人的需求，着力打
造“有情怀、不复制、具规模”的吾
悦广场。

在重庆中央公园核心板块，
新城吾悦广场将配备约50万平方
米商业，是集国际A+轻奢购物中
心、高端商务办公、精英行政商办
物业、文创主题街区、异国风情民
宿、品质特色餐饮、潮流时尚服饰
等精品业态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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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新城背后的用户思维逻辑
》解读

》链接

日前，新城控股推出
“感恩暖冬季”全国百盘
联动。在重庆，新城控股
以“老带新岁末感恩三重
礼”回馈业主，旗下朗隽
大都会、琅樾江山、金樾
府、悦隽风华、玺樾九里、
和昱麟云、黛山道8號七
大项目均参与此次感恩
回馈活动。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凡上述七大项目的老
业主推荐新客户认购并
签约，即可享受三重大
礼：一重礼，老业主推荐
成功后，有机会享受最高
价值5000元礼品奖励。
二重礼，新业主认购成
功，有机会参与砸金蛋、
赢取家电大奖。三重礼，
新业主签约成功后，有机
会享受赠送签约惊喜大
礼包（具体活动详情，以
各项目销售中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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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在重庆已布局10个住宅
项目和1个商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