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向菊梅

11 月 7日，厦门鹭岛
五缘湾，砂之船（厦门）奥
特莱斯正式开业。这是渝

企砂之船集团（以下简称砂之船）在全国布局的第13个奥特
莱斯项目。

作为线下奥特莱斯品牌运营商，近年来面对电商冲击，砂
之船不仅销售额逐年攀升，还走出重庆走向全国，今年第3季
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0%以上，10月增幅甚至超过20%。砂
之船是如何做到的？这其中又有什么秘诀？

折扣一步到位直击消费者心理

重庆日报记者在砂之船（厦门）奥特莱斯了解到，该商业项
目经营面积超7万平方米，涵盖服装、箱包、美妆等国内外品牌
名品，并将餐饮、电影院等中高端生活娱乐设施融为一体。走
进中庭广场，只见四周全是促销广告牌，标着“最低2折”等字
样。进入各个品牌门店，“3折”促销广告牌比比皆是。

“我们就是要在价格上简单粗暴，将折扣一步做到位，并
充分展示出来，让消费者体验到买买买的购物乐趣。”砂之船
总裁许军说，“疫情发生后，公司更加重视商品价格，一方面和
政府沟通，将政府的部分消费券用在多个项目上，同时公司自
己也拿出一部分费用回馈老客户，多管齐下，客流和营业额很
快恢复了起来。”

满足消费者场景体验和社交需求

记者在砂之船（西安）奥特莱斯看到，该项目内除了传统
的商品零售业态外，还有“超级农庄”和“超级儿童”板块。“超
级农庄”以西安当地农耕文化为主题，设有茶歇、民俗小吃、手
工艺人、市井集市、新传统关中庭院，而“超级儿童馆”更是大
规模加入了体验业态，包括游乐园、儿童驾校、淘气堡等。

作为经营折扣名品的砂之船，为什么要加入这些看似不
相关的业态？

“近些年电商迅速崛起，对线下商业冲击加剧，主营线下
的砂之船积极寻找发展之路。”许军介绍，团队将目光锁定大
数据，分析六百万VIP客户数据发现，除了性价比，他们非常
注重场景体验和社交需求，于是砂之船尝试将奥特莱斯改造
为“超级奥莱”。

所谓“超级奥莱”，即不再只是简单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
求，而是延展到健康、文化、娱乐等多个层面。砂之船由此调
整经营业态，在每个项目打造超级儿童馆、超级运动馆、超级
农庄等，构建体验式消费场景以及线下社交生态圈。

“以前一个新项目销售8亿元—10亿元要3年，调整后只需
要1年多。”许军透露说，“超级奥莱”缩短了新项目培育周期。

将商业投资转化为轻资产运营

其实在砂之船（厦门）奥特莱斯正式开业前两个月，砂之
船集团今年的首个奥莱项目——砂之船（扬州）奥莱也已正式
开业，这是砂之船走出省会城市的首个项目，也是砂之船的第
12座奥特莱斯。

全国来看，商业地产空置率近些年逐渐攀升。行业危机
之下，砂之船为何敢逆水行舟，接连布局新店？

记者了解到，砂之船加快发展步伐的底气，源于2018年
的一次新交所成功上市。

2018年3月，砂之船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通过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在新加坡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亚洲首个上市
的奥特莱斯不动产投资信托项目。

“过去10年，砂之船重资产运作，10年才开了10家店；经
过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我们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获得了强有
力的资金支持，转为轻资产运作，未来5到10年内，砂之船计
划开到30家店，开店速度将翻倍。”许军说。

销售额逐年攀升，从重庆走向全国——

电商冲击下逆势增长
砂之船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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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下午5时许,重庆红岩村嘉陵
江大桥,中国建筑6局职工冒着细雨把最后一
根钢梁安装到位,实现两岸桥梁对接,标志着
红岩村嘉陵江大桥成功合龙。

红岩村大桥位于嘉华大桥和石门大桥之
间,桥长720米,上层桥面宽31米，为双向6车
道,下层桥面宽27米，为双向4车道加双线轨
道。建成后,地铁5号线将跨江而过。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红岩村嘉陵江大桥
成功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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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翔）11月21日，以“中餐的世界 世
界的中餐”为主题的“海天杯”2020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线下
邀请赛，在巴南华熙国际文体中心精彩上演。18位中餐大厨
同台竞技，并通过直播向全球传递中餐美食文化精粹。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由中国烹饪协会于2015年创办，旨在
加强全球中餐烹饪技艺交流，弘扬中餐工匠精神，持续提升中餐
饮食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世界范围的中西餐文化交流。

今年由于全球疫情原因，此次邀请赛以线上“云模式”和
线下邀请赛两种形式进行。前期，共有来自全球范围内的
690人次报名参加“云模式”比赛，共收到近千个参赛作品视
频，获得了超过千万人次访问、一亿次的点击播放量，大大提
高了中餐美食在全球的知名度。

此次线下邀请赛，汇聚了脱颖而出的18位选手参赛，通
过线下竞技、线上直播方式进行，在“中餐热菜”“中餐面点”

“创意冷菜”“果蔬雕刻”四个赛项中，大厨们纷纷拿出绝活现
场切磋，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匠心凝聚、文化融合、技艺创新的
中餐烹饪盛宴。

18位大厨巴南竞技演绎“中国味道”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20]23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20年11月22日9:00－2020年11月26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序号

X20141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人和康居小区1、
2、3号地块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车库

现用途

商业、车库

土地面积（㎡）

原面积

8729.84

现面积

8729.84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

原规模

14964.81

现规模

14964.81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
容规模（㎡）

原规模

14964.81

现规模

14964.81

应补交地价款金额
（万元）

939.96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两江新区土地
储备整治中心

调整依据

该宗地为农转非安置房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非住宅部分建筑面积
14964.81平方米（商业9901.9平方米、车库5062.91平方米）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
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X20142

X20143

X20144

X20145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H分区
H30-1/02、H30-6-1/02、
H31-1/02、H31-3/02 、
H34-1/02、H37-1/02号

宗地

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地块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
K-B2-4-1/05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B
标准分区B16-1/03、B17-

1/02、B18-3/02宗地

二类居住
用地、商业
用地、商务

用地

商业、农贸
市场、车库

二类居住
用地

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

商业、农贸市
场、车库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二类
居住用地

163484

28236

40911

202916

163484

28236

40911

202916

182665.2

85765.96

102277.5

387682

224450.08

85765.96

142906.45

551272.41

182665.2

39211.4

102277.5

387682

182665.2

39211.4

102277.5

387682

46.24

2000.1395

105.3697

48.7337

重庆市碧嘉逸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鱼复
工业园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重庆华远皓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招商依云房地
产有限公司

根据部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规模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
筑面积41784.88平方米，其中车库24952.64平方米、配套1277.96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住宅15554.28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该宗地为农转非安置房项目，现已部分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办理非住宅建筑面积
85765.96 平方米（计容商业 20405.55 平方米、农贸市场 3040.87 平方米、计容车库
15764.98平方米、不计容车库46554.56平方米）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
出让，补缴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其中住宅转
为商业3902.58平方米应补缴地价款；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40628.95平方米，其中车库
37402.42平方米、其他用房3226.53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
容建筑面积163590.41平方米，其中车库155270.18平方米、其他用房6539.68平方米不
计征地价款，住宅1780.55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X20146

X20147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F分区
F10-2、F10-3、F11-6-1、

F11-6-2号地块

巴南区界石组团T分区
T04-7/02号宗地

二类居住
用地、商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标准厂房）

88413.8

36622

88413.8

36622

170345.7

36622

247296.38

109437.66

170345.7

36622

170345.7

109437.66

0.0408

134.5522

重庆金展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曙光宇特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其中住宅转商业
1.94平方米，补缴地价款；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76950.68平方米（其中幼儿园3099.54
平方米、车库65223.62平方米、其他用房8627.52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该宗地为二类工业用地，产业类别为已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元
件及组件制造），后修建为标准厂房，经评估补缴地价款；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
加72815.66平方米（工业），根据渝国土房管发〔2016〕6号文第十一条“依法出让的工业用
地（含标准厂房用地），土地使用权人在符合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增加计容或不计容建筑面积的，不再增收地价款”的规定，对该宗地增加计容建筑面
积72815.66平方米相应的946.6036万元地价款不计征。

2020年初，党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来，重庆市
荣昌区瞄准时机，抢抓机遇，已与泸州市、内
江市、自贡市、资阳市等周边地市签订行动计
划77项重点任务。

“中央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指明了路
径，沿线城市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荣
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认为，荣昌位于成渝主轴
线上的交界处，是成渝地区的“黄金联结点”、
川渝合作的“桥头堡城市”。凭借这种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荣昌围绕成渝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全国首个农
牧特色国家高新区、国家畜牧科学城等“三区
一城”的建设目标，在交通互联、产业共兴、项
目共谋、平台共用、区域共赢等方面下足功
夫，加快推进毗邻地区深度融合，为打造区域
协作的高水平样板，正在奋力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的重要增长极。

交通互联

打造双城经济圈国际物流“金三角”

荣昌位于重庆最西边的川渝交界处，共
有9个镇街与四川省11个镇街毗邻，素有

“重庆西大门”之称。
该区过去虽然是成渝两地的联结点，但

此前与毗邻的四川地区，基本很少往来。当
时交通基础设施非常落后，除成渝高速、成渝
公路外，毗邻园区、镇街大部分都是“断头路”
和“死胡同”，生产生活都受到严重阻碍。

转机出现在2016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成
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同年，荣昌提出“打造成
渝城市群新兴战略支点”的发展定位，加强与
周边城市合作，让“近邻”慢慢变成“近亲”。

川渝合作，交通先行。荣昌区委、区政府
清楚认识到，只有打通“断头”路、畅通“血脉”
枢纽，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才能唱响

“双城记”，谋求大发展。自此，荣昌按照“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发展思
路，主动打破行政壁垒，积极推进交通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

2019年底，最早由荣昌倡导推进的南大
泸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打通渝西川东地区南
北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让荣昌到泸州云龙机
场和泸州港之间的距离，分别缩短至52公里
和73公里。

2019年7月，由荣昌与泸州共同打造的
首个内陆“无水港”——“中国四川港务·荣昌
无水港”，已正式投入运营，荣昌企业进口货

物关税可在荣昌本地缴纳，平均物流成本降
低50元/每吨。同年底，由荣昌与泸州打造
的荣昌城市候机厅投入运营，实现一小时内
在荣昌黄金坡客运枢纽站无缝换乘机场大
巴、直达泸州云龙机场。

由此，荣昌这个不靠江海的内陆城市，实
现了“空、铁、公、水”立体多式联运体系。

今年，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
战略的提出，成渝地区发展的定位不断提升，
目标更加精准，荣昌也进一步做大交通枢纽，
跑出交通建设“加速度”。

目前，该区3条铁路待建，另有一条高速
路交通项目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初稿）》，一条高速路纳
入《重庆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
划》。同时“大内高速”“双昌大道”等跨区域
交通项目也在有序推进。

下一步，荣昌将抢抓国务院部署“推进以
货运为主的机场建设”的战略机遇，加快推进
荣昌国家货运机场建设，与比利时列日机场
合作建设中欧空中大通道，聚合泸州长江港
口、内江铁路枢纽优势，真正形成双城经济圈
国际物流“金三角”。

据悉，今年4月，荣昌血橙出口到印度尼
西亚市场SAK集团，实现水果出口零的突
破；7月31日，运载着600吨食品产业原料，
由广西钦州驶往重庆荣昌的首趟西部陆海新
通道货运班列，顺利抵荣昌。从此，荣昌区正
式融入辐射渝西川南、连接东南亚市场的全
新物流大动脉。

产业共兴

打造成渝工业经济高地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就是要更
好适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找准各自定位、放大
特色优势，加强产业联动、形成产业生态。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中，
荣昌将产业作为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着力加
强与周边区域的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加快

打造成渝之间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地。
荣昌高新区就是一个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产业平台。在高新区内，
川渝合作项目众多，其中上市公司华森制药
正推进与四川大学的全面合作，双方共同进
行新药研发；2019年智博会上签约的川渝合
作项目——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总投
资150亿元，占地1000亩，于今年9月建成
投产，补上了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一
环；澳龙、永健等兽药企业引入四川资本，也
将优化产品结构布局。

农牧产业方面。荣昌发挥农牧比较优
势，联合泸州、内江、自贡三城市，创建农牧业
发展示范区。另荣昌国家高新区与周边永
川、四川泸州、内江三个国家级高新区，也成
立国家高新区产业联盟，以共同打造东部产
业转移承接示范区。

此外，全区已形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
轻工陶瓷和农牧高新3+1主导产业集群的
区域特色产业，这也是荣昌在区域竞合发展
的底气所在。

今年，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
下“加速键”，荣昌经济进一步提质增效，借助
双城融合的地理优势，成为企业竞相抢占的
成渝地区发展机遇“双城支点”。

截至今年9月，全区新签约项目128个，
合同金额366.23亿元，其中川渝合作项目53
个、合同金额149.693亿元；新开工项目78
个，总投资135.81亿元，其中川渝合作项目
39个、总投资73.423亿元。

荣昌思路开阔政策好，越来越多的大企
强企正准备在荣昌落户扎根。四川龙头农业
企业铁骑力士，在荣昌已有8亿元投资项目，
今年还要扩大投资50亿元，建设国际优食谷
和川渝一体化食品科技产业发展示范园等。

凝聚合力，实现共赢发展。区委书记曹
清尧表示，国家高新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
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等国家级平台
是引领荣昌发展的强项，要进一步放大平台
效应，做大平台实力，提升平台竞争力，增强
辐射周边、带动和引领周边的能力。同时，持

续在特色产业上做强项，在原装备制造、食品
医药、轻工陶瓷和农牧高新“3+1”主导产业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提升，着力打造以食品、
医药、陶瓷、服饰为重点的消费品工业，新材
料，智能装备，电子信息，大数据区块链，运
动健康和农牧高新“6+1”产业体系，为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强
支撑。

同城化发展

实现区域合作共赢

“荣昌是重庆地理位置的‘西大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把大门
打开，把门坎削掉，让地理边沿变成开放前
沿。”曹清尧表示，成渝两地两城不是简单地
互通往来，而是要互相融合，坚持一体化发
展，做到相互协作、共同推进。

今年以来，荣昌创新举措先行先试，推动
与毗邻地区在生态、人才、医疗、体制创新等
社会民生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已较好实现区
域合作共赢。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荣昌多次与周边毗
邻区市县开展生态环境研讨会，并与周边多个
市、区、县相关部门签订环境保护专项协议4
个，有力推动渝西川东生态共建环境共保、打
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专项调研工作；

在体制创新方面，荣昌区委组织部与荣县
县委组织部签署《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
域融合发展项目合作书》，区人力社保局与内
江市、自贡市人力社保局分别签署《共同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合作协议》，在人才培养流动、人力资源市场
准入管理等方面，都已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

在社会治理方面，荣昌区委组织部与自
贡市荣县、眉山市仁寿县、乐山市市中区、井
研县，重庆市潼南区、大足区等川渝地区6个
区县组织部门签署《县域社会治理创新联盟
协议》；

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荣昌与四川
大学华西二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也
积极开展合作。8家医药机构批准接入西南
片区门诊异地就医平台，34家医疗机构全部
接入国家异地结算平台。同时，两地还举办
文旅活动17项；

在人力资源方面，荣昌区人力资源市场
面向四川毗邻市、县开辟劳务市场，积极促进
区域间统筹发展。目前，该园入驻人力资源、
劳务派遣、培训等机构8家（其中四川2家），
提供就业岗位4635个，并共同举办线上招聘
洽谈会6场，人才座谈会3场，为四川籍人员
提供在荣昌就业岗位580个，为四川输送重
庆籍人员137名。

共同把握新机遇，携手谱写新篇章。放
眼望去，在唱响成渝“双城记”的新征程上，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荣昌开好了头，起好了步，
发力跑出了“加速度”。 （木兰 付恋）

唱响成渝“双城记”又见荣昌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