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上半年
重庆最具影响力房企

2019年转眼已过半，相关研究
表明，重庆作为2019年上半年房
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排名前十的
西部重要城市，楼市稳定健康发
展，逐步进入全面改善时代。

伴随市场理性回归，改善时代的
调整转型，房企该如何面对？2019
上半年，土地、产品、品牌、口碑，各个
赛道“速度与激情”正在全面上演，谁
最具影响力？本刊特推出2019重庆
楼市半年盘点和“十大最具影响力房
企”，总结重庆楼市的上半年表现，开
启下半年的未来。

土地市场有张有弛
品牌房企仍是拿地主力

在土地市场方面，今年上半
年，重庆土地市场热度较高，企业
对重庆未来看好，且库存量不足，
企业积极拿地。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重
庆主城共计成交92宗商住类土地，
从土拍市场来看，有张有弛形成了
重庆上半年土地市场基本特点。
从企业来看，总共48家开发商参与
土地市场的购买，其中也不乏众多
新面孔，如成都城投、领地等均为
首次进入重庆市场。然而，品牌房
企仍然是拿地主力：万科成交了9

宗地块、金科成交了7宗、融创成交
了6宗、龙湖成交了5宗。从区域
来看，水土、蔡家、空港工业园、中
央公园、西永是拿地热点区域。

对于下半年来说，在“房住不
炒”和供应侧控制的政策背景下，
再加上土地推出楼面价已有较大
上涨，拿地成本提升，开发商拿地
将逐渐回归理性，土地市场热度将
维持平稳发展态势。

楼市改善时代
聚焦打造产品力

上半年，“让房子回归居住属
性”，打造品质住宅和成熟配套，提

供优质服务成为了龙头房企的“必
选选项”。而从今年上半年土拍市
场的成交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
地块以低容积率为主，适合打造纯
改善型住区。种种迹象表明：市场
成交已大步向改善型产品靠拢，重
庆楼市进入“产品为王”的时代。

在“产品为王”的时代，地产企
业之间的竞争，正逐渐由土地、资
金等资源硬件方面的比拼转向质
量和服务口碑的竞争。2019上半
年，重庆各大房企聚焦打造产品
力：3月金科发布产品新内核——

“生命建筑”。为金科的产品赋予
“智慧体”、“有机体”、“基因体”三
大属性，将促进建筑迭代发展，打

造产品新内核；5月，旭辉在产品战
略发布会上宣布，第六代产品
CIFI-6将在江山雲出落地生长，将
极大的改善城市人居生活……各
大房企不断提升产品力，旨在行业
竞争激烈环境下，通过高品质产品
吸引客户，提升企业品牌。

最具影响力房企
与重庆共美好

回望2019年上半年的楼市，
令人欣喜的是，仍有多许开发商在
稳步发展的同时，不断修炼内功打
磨产品；积极参与公益，体现了对
重庆最深的尊重与情怀，不断的提

升着品牌影响力。就此，本刊以
2019年上半年重庆房企的高端品
质、楼市贡献、资本动向、公益动
作、社会责任等综合指标为基础，
推选出了“十大最具影响力房
企”——龙湖、金科、融创、恒大、万
科、中建三局、中国铁建、华侨城、
香港置地、旭辉，以其对重庆房地
产业的健康发展，城乡居民住房状
况的改善以及产品品质的提升为
范本，促进行业“美美与共”。

例如，1月，中建·御湖壹号项目
周边有高压线，虽本已保持了安全
距离，但为了彻底消除健康隐患，中
建三局不惜投入巨资实施高压线入
地工程，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居民生
活的幸福感；3月，中国铁建地产重
庆公司开展“雏鹰计划”第二季的公
益活动，去往巫山龙务小学水洞教
学点等学校，为孩子们送去图书等
学习资料，丰富他们的学习内容的
同时，帮助他们了解更多大山外面
的世界；5月，重庆万科美好家庭节
正式启幕，活动持续2个月，传递爱
传递美好生活，让家庭成员之间突
破心理距离，重拾爱之细节，让美好
掷地有声……他们实际行动承担起
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城市文化和
城市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把更美
好的生活带给重庆。 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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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2017年，凌峰正式进入
保利物业重庆公司，提出了

“为业主提供有温度的服
务”，让物业人对客户的服务
由被动变为主动。据相关统
计数据显示，保利物业重庆
公司在凌峰带领下，企业实
现规模跨越式发展，签约项
目60余个，2000余员工为全
重庆10万余户家庭、超30万
市民提供服务。

面对如此庞大的客群，
公司是如何做到服务质量的
保障的呢？他表示，质量的提升得益于标准
化的实施，即坚持保利特色的‘和’文化——
以家庭、邻里、社区三层关系为基础，深度挖
掘保利物业服务品牌‘亲情和院’内涵，将标
准固化，做到品质如一。

结合权威第三方赛维机构数据显示，
从凌峰接手保利物业重庆公司以来，客户
满意度均值大幅上升，到2019年均值已稳
定在80分以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2019年，保利物业立足“亲情和院”服务
品牌，品牌升级，提出“人文社区，价值生活”
的全新品牌主张。

面对这一变化，凌峰谈道：“人文是保
利物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将努力营造人文
社区的生活的人情味、文化味，努力与业
主、客户、合作伙伴、员工共创一个‘N维价
值空间’。”由此观之，保利物业的人文已经
脱离了企业海拔，上升到城市服务、社会责
任的视野。

凌峰表示，“保利物业历经23年的发
展，正在经历从小物业到大物业的迈进，
不断从社区园区走向城市的更多方面。
目前已经承接了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等多个知名项目。近两年更是成立
了保利（资阳）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和
保利晖创（重庆）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围绕住宅、商办、公建、市政项目、工业园
区以及城镇管理等，专职拓展城市公共服
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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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住宅将全面改善重庆人居环境

城市蜕变发展的时期，居住生活
的升级也需要随之而来，这正是龙湖
落子璧山的契机和使命。龙湖26年
来不断突破自我，秉承空间即服务的
战略，地产开发、商业运营、长租公寓、
智慧服务四大主航道业务尽显蓬勃，
迎来品牌全面焕新。在住宅建设上，
一方面，龙湖不断提升人居作品高度，
筑造了诸如舜山府、蓝湖郡、香樟林等
经典住宅；另一方面，龙湖尊重所在城
市的自然之景与生活习惯，因地制宜，
打造最为贴合当地居者居住的住宅生
活。

作为龙湖为璧山倾力规划的首席
大盘，龙湖·千山新屿坐落于璧山茅莱
山腰下、枫香湖西侧，将延续璧山一贯
的山清水秀景象，结合周边山水环绕的
自然资源和轨道交通等城市级优质配
套，打造枫香湖儿童公园旁的低密度高
端大盘，为璧山带来全新的人居生活。

完备配套
以全能引领璧山人居风尚

真正的高端人居，往往坚守着自
然与繁华的平衡线，营造“中心之上，

浓阴之下”的居境。龙湖用3公里解
锁高端低密居住区的核心密码。

据悉，龙湖千山新屿向北咫尺中
央政务商业区，繁华一手掌握，向东近
连高新技术产业区，商务办公便捷舒
适。尘嚣与静谧自由切换，理想圈层
至此划定。

在社区内部设计上，龙湖千山新
屿摒弃了社区底商的设计，创造性研
发社区邻里空间。荟集有商业、物业
管理中心、社区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
心、卫生服务站、警务室于一体，既满
足生活所需的采购、护理、社区维护等
功能性需求，也为居者提供购物休闲、
邻里互动的精致空间，一站式照料高
品质生活。

自然资源
以稀贵领秀璧山人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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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早就成为更高的品位生活
追求。在城市配套中，想拥有美丽的
山水资源是稀缺的，尤其是想拥有城
市繁华商圈里的好山好水更显珍贵。

恰如龙湖千山新屿，位于枫香湖
旁，城市沃土之上，地处璧山繁华核心
位置，居于此，可在自然与繁华中自由
转换。

居于其旁，时刻感受叠水微澜、草
木繁茂，天光云影里，绿意盎然间，鲜
氧富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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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维景观
以大观升级璧山人居想象

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品
位和地区价值大幅提升，可以看出璧
山居住产品的“调性”——改善、宜
居。龙湖作为生活的美学家，在择址
区域时往往会尊重其土地性质，融合
自然生态，打造符合这个区域的高品
质产品。

在璧山生态大城的优质基因下，
作为700亩的环湖巨著，龙湖千山新
屿在社区景观设计上运用了龙湖独创
的“五维”景观体系，从生态、健康、交
融、精筑、人文五大维度，打造轴带式
五维园林，让社区内外呈现出自然一
体的人居体验。

与此同时，景观互动更注重主题
空间的打造，四大主题架空层，在儿童
活动馆寻味童年欢乐，在养生休闲馆
颐养身心，在运动健身馆挥汗如雨，在
阅读馆沉迷未知世界……

悦享生活
以乐居荟萃璧山人居典范

基于人性化设计理念的体现，项
目内更有运动康养功能带，以及全方
位运动休闲功能。

从巨大的轮廓到入微细节，这座
低密大城带来的全新想象，从空间延
续到建筑。别墅组团约0.54超低容
积率，为联排别墅赋予独栋品质，湖山
别墅、水岸洋房，将诗意写入建筑形
态，览万千气象，见从容人生。

龙湖千山新屿，让自然与城市更
好地邂逅。将生活的舒适和品质作为
目标，以稀缺地段、匠心精工、低密社
区、精致服务为主张，致力为璧山居者
打造更具价值的高端生活方式，引领
西重庆高端低密生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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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千山新屿 开启璧山高端低密人居序幕

2003年，重庆首次喊出
“重庆向北”的口号，以“八
大金刚”闹金开为代表，掀
起了北区开发热潮。历经
10余载的建设与沉淀，时至
今日，向北的步伐随着资
源、土地的日渐紧张而逐步
放缓。在多重因素的催化
下，“一路向西”成为应对

“二环时代”重庆的下一个
增长极。

未来谁来扛起重庆西
拓的大旗？璧山，应是答案
之一。

有着“全国科技进步先
进县（市）”、“国家卫生区”、

“西南片区第一个国家级
‘深绿型城市’”、“全国第二
批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
市”等称号的璧山，已然进
入发展快速道，城市建设更
是日新月异。

明者远见于未萌。
如今，在重庆西进的东

风下，璧山汇聚了全国众多
的知名开发商。作为重庆
龙头房企——龙湖首次布
局璧山，并遵循璧山生态发
展理念，依托山水之境，运
用 26 年匠作修为，打造全
新力作——千山新屿，于一
线土地之上启幕区域高端
人居，为城市带来新的印
记。

二环时代的重庆，渝西板块迎
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值得一提的
是，随着成渝城市群战略的提出、渝
新欧国际铁路的建成使用以及高新
产业的涌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向西
靠拢，重庆城市规模开始向西发
展。璧山地处成渝经济带重要节
点，也是距重庆主城极近、面积较
大、基础条件极好的拓展区域。

作为重庆连接成都的必经之
地，璧山的区域与位置至关重要，自
然承接不少发展利好，近年来的发
展成绩十分亮眼。以2018年为例，
璧山区的 GDP 达 527 亿元，人均
GDP直追主城区域。

如今，作为重庆主城西进的桥
头堡，璧山连接西永微电子产业
园，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区域未
来经济增长可期；交通方面，成渝、
渝蓉、渝昆3条高速已经通车，轨道
交通1号线尖璧段预计将在今年年
底通车，再加上未来渝昆高铁、成
渝中线高铁、兰渝高铁将过境，璧
山交通格局将全面焕新；生态环境
方面，璧山曾荣获“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称号，“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听得见鸟鸣、闻得到花香”
是璧山人民的生活常态。可以说，
璧山——这座宜居宜业的美丽新城
正在拔地而起。

定鼎璧山人居之作 龙湖千山新屿助推区域价值升级

璧山公园

千山新屿大城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