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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居 到珞璜

江津珞璜工业园将打造“智能家居小镇”
江津珞璜工业园将着力打造“智

能家居小镇”，以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融入中心城区发展步伐。

具有多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珞璜工业园要打造“智能家居小
镇”，在产业基础、区位交通、开放口岸
等多个方面均具有独特优势。

在产业上，珞璜工业园已建成德
国杜拉维特、香港敏华、伟星新材、恒
弘家具、三峡电缆等一批龙头企业，拥
有家居企业43家。

其中，德立菲Duravit是全球顶
尖卫浴品牌，目前占据中国高端卫浴
市场40%左右份额。位于珞璜工业
园的杜拉维特（中国）洁具有限公司，
是德立菲Duravit集团创建202年以
来规模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该项目
采用全球最先进的卫浴生产设备和技
术，按照工业4.0标准，年产能达150
万套件高端卫浴产品。

敏华旗下拥有“CHEERS 芝华
仕”头等舱等知名软体家具品牌，芝华
仕5星床垫”、“Fleming北欧宜居”以
及知名家具零售连锁机构“Morewell
名华轩”等多个全球知名家居品牌，是
中国家具行业的领军企业，已获专利
及认证的产品达200余，畅销亚美欧
澳四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敏华
珞璜生产基地是敏华控股在中国区的
第5大生产制造基地，占地规模390

亩。
重庆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是上

市公司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的五大工业园之一，主要产品
有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道系统、
聚乙烯（PE）管道系统、PE-RT管道
系统、PVC管道系统和精品配件等，
广泛应用于建筑物冷热水、市政给水
排水、排污、燃气等领域，2019年实现
工业总产值7.4亿元。

重庆恒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是西
南领先的办公、教学、医疗家具制造企
业，目前在珞璜工业园建有总部基地、
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体验中心。

在区位交通上，珞璜工业园与巴
南、九龙坡、大渡口三区交界，紧邻绕
城公路，可辐射中心城区及周边地区。

另外，珞璜工业园还紧邻江津综
保区、珞璜长江枢纽港、珞璜铁路综合
物流枢纽，可大幅提升大宗商品转运、
储存、加工和集中交易定价服务能级。

打造全产业链产业集群

江津区珞璜工业园党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应健表示，“智能家居小镇”
将在已形成的家居工业产业基础上，
以存量企业扩能升级、增量企业高质
量引进为抓手，围绕家居升级硬装、软
装、家具和家电四大环节形成全产业
链产业集群，打造“智能品质家居看珞
璜”的地理生产标志。

在推动家居新材料产业扩能升级
上，将依托海亮集团、宁波金田铜业、
德国杜拉维特、香港敏华、伟星新材等
龙头企业奠定的细分产业发展基础，
推动企业扩能发展，并着力引进新型
建筑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先进陶瓷材
料、高端非织造材料等行业优质企业，
形成集聚发展效应，打造全国有影响、
西南地区领先的新材料生产基地。

在鼓励家居产业集群做强上，将
推动家居行业从以生产制造为主向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着力突破产业
价值低端锁定效应。并针对板式品牌
家具、品牌地板和品牌沙发产业引入

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的行业龙
头，培育定制家具和实木家具设计生
产能力，鼓励智能家居产品研发生产。

在布局家居行业原辅料产业集群
上，将以家居产品制造为中心，布局板
材、五金、涂料、面材、电子器件、其他
配件的研发生产企业，形成全产业链
集聚协同效应。用好交通枢纽和保税
区口岸功能，实现原木口岸与产业发
展的相互支撑。

在做强物流配套上，依托珞璜枢
纽港、小南垭物流中心和过境高速，引
进专业企业开展储存、装卸、搬运、包
装、流通加工、配送和货物信息跟踪等

多式联运物流业务，打造物流配送中
心、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构建临港物流
产业链。

塑造“渝派品质家居”品牌

同时，珞璜工业园还将以“智能家
居小镇”为依托，建设专业化的商品展
示交易平台，支持本地企业品牌营销，
塑造“渝派品质家居”品牌。

一是整合园内优质企业，在园区
优势地段整合形成家居研发、生产、体
验、展销的全产业链形象展示区。以
杜拉维特、敏华控股、恒弘等细分行业

龙头企业为支撑，打造居住空间、办公
空间、特殊功能空间的沉浸式体验场
景，承载推广先进产品设计理念、家居
演变趋势、新产品概念的功能。合理
规划家居小镇的空间布局，实现不出
小镇即可实现家居场景全细节再造的
一站式服务。

二是加快集聚国内优质原创品
牌资源，提升本土企业品牌价值，形
成一批具有高附加值、市场占有率
高、竞争力强、享誉全球的自主品牌。

三是服务江津综合保税区常年
展示交易中心建设，积极对接市内外
各类综合贸易平台、跨境电商平台、
国别商品中心、专业贸易平台，打造
西南地区高端家居消费品集散中心。

四是做强一批新品发布专业平
台，支持举办新品集中发布的时尚走
秀、国际展会、商业节庆等活动，打造
全球家居产业新品首发地。

五是以“要家装，到珞璜”为主
题，打造国内高端家具购物节，将其
打造成为“汇聚品质家居产品，产购
销用全产业链”的推广平台、促进消
费升级和引导消费回流的活动平台。

根据初步规划，珞璜工业园将于
2030年基本建成“智能家居小镇”，实
现家居产业1000亿元以上，使“品质
好、品牌优、品类全”成为珞璜高端家
居智造产业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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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龙湖三千庭打造高品质生活方式

近日，我市从扩大城市规模、
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能级、彰
显城市品质四个方面，全面部署推
进主城都市区建设。主城都市区
范围包括21个区，规划为“两江四
岸”核心区、中心城区、同城化发展
先行区、重要战略支点城市、桥头
堡城市。其中，蔡家属“中心城
区”，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近年来，蔡家围绕生态城市建
设，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提
升城市的生态环境品质的同时，以
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园区工业化，以
产业发展促进城市化，实现了以城
聚产、以城兴城、产城联动、融合发
展的新路，为市民创造出高质量的
宜居环境。

未来，随着轨道6号线曹家湾
站的开通，一条轨道贯穿重庆5个
区域，蔡家未来城市核心价值愈发
明显，区域价值不断飙升，高端生
态居住区日趋成型。

主城区扩容
蔡家区域优势凸显

5月 9日，重庆主城都市区工作
座谈会召开，要求加快推进主城都市
区高质量发展，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中展现大担当、实现新作
为。

其中，中心城区要围绕“强核提能
级”，加快集聚国际交往、科技创新、先
进制造、现代服务等高端功能，重点发
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做靓城
市名片，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不断增强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经过多年拓展，长江以北的经济
活力得到了充分验证，两江新区不仅
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也成为
主城板块中最快迈向高品质宜居城市
的板块之一。

作为两江新区的直管区——蔡
家，凭借“重庆向北”，紧扣城市脉搏，
深挖区位价值，打造宜居大城，区域优
势异常凸显……在历经近10年发展
后，蔡家以超前的城市功能布局，成为
重庆瞩目的发展热土。未来，更将以
组团式发展，提升整体发展能极，实现
华丽蜕变。

11桥3轨3干道
打造“一小时通勤圈”

建设主城都市区首先是突出“互
联互通”，促进基础设施同城化。将坚
持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推动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
轨道“四铁融合”，建设以中心城区为
核心的“一小时通勤圈”，打造“一日生
活圈”，建设一个“轨道上的都市区”。

据城市交通规划，未来蔡家将形
成“11桥3轨3干道”城市交通格局，
打造便捷通勤圈。据了解，目前，蔡
家组团嘉悦大桥、马鞍石大桥、轨道
交通6号线大桥（悦来方向）3座跨江
大桥已建成通车。通过这3座跨江大
桥，蔡家与悦来、礼嘉等周边区域紧
密相连。

蔡家嘉陵江大桥计划2021年6月
完工。建成后，大桥将串联起蔡家和
礼嘉两大核心组团，也将成为连接蔡
家、礼嘉及主城核心区南北向的重要
通道。

未来，随着6号线、13号线（远期
规划）、16号线（远期规划）三轨交汇的
轨道交通路网，以及蔡家嘉悦大桥、马
鞍石大桥、宝山大桥（规划中）等11座
大桥（规划）全面布局，中环快速干道、
绕城高速、兰海高速3条快速干道，畅
捷交通脉连全城，将构建起蔡家更便
捷的对外交通体系，打造一小时主城
都市区通勤圈。

配套完善
潜力新城引企业入驻

交通完善，区位凸显，蔡家持续得
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青睐，进一步凸显
投资洼地效应。

教育方面，蔡家新城是教育资源
富集之地，规划中小学中学共计达到
34所。目前，朝阳小学蔡家分校、人民
路小学蔡家校区、西南大学两江实验
学校、兼善中学蔡家分校等，或投入使
用或加快建设。此外，医疗、商业服务
设施等也在不断提档升级。

另外，从发展空间来看，蔡家新
城建成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有条件
建设区还有50余平方公里的开发空
间。

两江蔡家新城正依托联结多个热

点开发板块的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先
进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两江
半岛宜居新城。

产城深度融合
高质量建设蔡家智慧新城

除了打造“一小时通勤圈”和日渐
完善的配套外，主城都市区还需更加
注重产业升级，稳定畅通产业链，培育
壮大优势产业群，提升产业发展档
次。如今蔡家又迎来一大批利好政
策，助力蔡家快速崛起。

根据打造“产城融合的智慧新城”
定位，蔡家围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两大主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信息
技术、工业互联网、服务贸易等新兴产
业，高水平建设产业兴旺、万物互联、生
态宜居的现代化“智慧新城”。产城融
合，形成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良性
互动格局，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高端
人群，正在加速向蔡家汇聚。

与此同时，主城都市区在发展的
过程中，还需突出“互补联动”，通过共
建共享，从而促进产业体系同城化。
中心城区产业要往高端化走，聚焦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因此，蔡家智慧新城的产业规

划，可谓影响深远，更是迎来了大批
“智造”产业的集中落户。

两江新区蔡家智慧新城管委会相
关资料显示，围绕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蔡家智慧新城已经落地了航天云网、
国信优易、启迪协信科技城、西门子智
能制造创新孵化基地等重点产业项
目，正助力蔡家智慧新城建设大数据
产业国家级示范区。其中，处于筹备
阶段的航天科工集团5G生态产业园
最受外界期待。

绿色发展
构建高端宜居之地

除大力推进城市产业建设外，主
城都市区还需要坚持以人文本、道法
自然，提高生活宜居程度，提高文旅
融合水平，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让广
大居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适、更和
谐。

事实上，罕有的原生态自然资源
一直是蔡家引以为傲的名片。“一方
水土，天生丽质”，展示了蔡家得天独
厚的自然禀赋和珍稀迷人的内在气
质。

从地理位置看，蔡家地处中梁山
麓、嘉陵江畔，是重庆九大半岛之

一。与其他半岛不同的是，蔡家一面
靠山，三面临水，约19公里原生江岸
线，罕见湾区造就了独有的生态条
件。现已建成蔡家中央森林公园、五
彩滨江公园等14个公园，形成了蔡家
最具活力、魅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城
市绿带”。

“啼鸟云山静，落花溪水香”，这就
是对蔡家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山伴入
城，绿水长相依，蔡家正用生态“绣”出
幸福生活的美丽画卷。

依托蔡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和持续的建设打造，蔡家正在加紧建
设“未来海绵城市，低密高端居住区”，
一个高端宜居生活地正扑面而来。

龙湖三千庭
创新纯洋房引领蔡家美好人居

作为两江新区规划的高品质住
宅功能区，蔡家是难得的嘉陵江宜居
带。

以不断创新，回应城市期许。重
庆龙湖，作为城市美好运营商，27年
来，一直积极探索美好人居生活。作
为龙湖地产在蔡家的匠心力作，三千
庭也是在极力寻求自然与生活完美结
合点，将美好驻留于此。

龙湖三千庭距离曹家湾地铁站仅
两三百米，所处地段未来将成为蔡家
半岛商圈，可谓湾区之上，擎领城市繁
华。

重要地段加上创新产品设计，三
千庭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产品
上，6米挑高的叠院洋房（部分户型），
无论从颜值还是功能，都在目前市面
上的洋房圈罕有匹敌。

不仅如此，龙湖三千庭还采用别
墅空间想象、大平层的外立面风格、精
心设计的园林景观相结合的叠院形式
纯洋房项目，并采用了类一梯一户。
要知道，洋房能做到类一梯一户很少，
叠院洋房融合了别墅和洋房的优点，
拥有别墅空间，享有洋房楼间距。

另外，项目容积率约为1.5，是少
见的低密纯洋房社区，园区内将有3
个庭院组成，每一个场景都是对未来
生活的想象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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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龙湖三千庭项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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