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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
重庆房地产行业城市运营成果展

十大宜居宜业地标项目
（排名不分先后）近日，本报推出2020-2021年度重

庆房地产行业城市运营成果展特别策划，
以权威主流媒体视角，聚焦重庆房地产行
业在共建美好城市、焕新人居品质中的新
作为、新亮点。

经过独立观察、严谨筛评，2020-
2021年度城市运营成果展之“十大城市
建设服务商”“十大宜居宜业地标项目”两
大榜单今日揭晓。

龙湖、融创、万科、华宇、香港置地、旭
辉、金辉、新鸥鹏、绿城、美的置业荣登“十
大城市建设服务商”，江南万科城、金科·
博翠宸章、国浩·18T、招商·云邸、保利·
阅江台、华宇·锦绣玺岸、绿城·晓风印月、
金辉·中央铭著、重庆建发·和玺、天誉鱼
先生的城获评“十大宜居宜业地标项目”。

“此次获评的企业及项目，均是重庆房地
产行业共建美好城市、焕新品质人居的优秀
代表。”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表示。

城市提升持续推进

据携程日前发布的《2021端午假期
旅行大数据报告》显示，重庆入选今年端
午十大热门旅游城市。

山水城灯交相辉映，跨江大桥长虹卧波，
轻轨高铁穿越山水，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山环水
绕、江峡相拥，是一座形态多样、场景丰富
的立体城市，其独特的城市魅力深受游客
青睐。

近年来，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一区两群”
协调发展等多种重大机遇下，重庆持续推
进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加速建设“轨道上
的都市区”，大力实施两江四岸核心区整
体提升，全力推动城市更新及老旧小区改
造，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一个现代国际化大都市、一座近悦远
来的智慧名城、一方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正
加速崛起。

进入新发展阶段，重庆大力推动城市
发展从单一外延式扩张向规模式扩张与
内涵式发展并重转变，以城市更新重塑城
市空间品质、修复城市生态功能、提升城
市发展能级，彰显城市功能美、和谐美、特
色美，让人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
好。

房企积极共建城市

建设美好城市，需要凝聚各方力量，
整合多方资源。

作为城市提升发展的见证者、参与

者，重庆房地产行业持续与城市同频共
振，多维度深度参与城市共建。

在主城中心城区，中央公园、礼嘉、蔡
家、水土、龙兴、西永、界石等新兴板块如今
已今非昔比，高楼林立、产业兴旺、人气渐
盛。10多年来，众多品牌房企紧扣城市发
展脉络，积极布局新兴板块，参与并推动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品质楼盘项目，助力
加速打造宜居宜业宜游之地。

近年来，诸多房企通过布局项目，持
续带动区域成熟，推动产城景深度融合，
助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部分企业站在更
高维度，汇集全球视野及国际化设计理
念，遵循“道法自然”，创新设计建筑产品，
有机融入巴渝文化精髓，不断焕新重庆城
市界面，提升城市品质，助力重庆加快建
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
市。

品质人居焕新美好生活

近年来，重庆房地产行业持续加强人
居产品研发与创新，更加注重打造生态与
人居融合、质量与功能兼备、文化与精神
交融的高品质人居项目。

在建筑外观方面，有的巧妙融入巴渝
山水底蕴，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有的大面
积采用落地玻璃幕墙，简约大气；有的造

型别致、飘逸灵动，各具特色的建筑外观
彰显居住美学。

在园林景观方面，各大项目依据原生
地貌，巧妙布局，营造高低错落、层次分明
的生态景观，实现移步一景、推窗见绿、人
景融合，带来生态人居新体验。

在产品设计和功能配套方面，架空
层、社区会所为居民带来更好社交空间，
大横厅、大面宽、套房设计等带来更舒适
的居住体验，智能化、高端化的配套设施
让生活更便捷、更有品质。

高品质人居项目赋能美好生活。除
了产品，优质的物业服务也是美好生活的
重要保障。

重庆万科物业运用科技社区人脸通
行、高空抛物智能检测系统、城市E控中
心三大硬核科技，打造出“一张人脸”畅通
出行，防控结合减少高空抛物现象，社区
安全监控全覆盖、紧急时刻快速响应的安
全社区。

新鸥鹏集团在国内首倡“教育住区”
理念，新鸥鹏教育服务集团创新“教育+服
务”发展模式，旗下住区服务品牌新鸥鹏物
管家坚持高品质的服务标准，全力打造“三
最”住区，为业主带来安全、舒适、智慧的住
区生活体验。

骆劲松

共建美好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
重庆房地产行业城市运营成果展榜单揭晓

金科·博翠宸章

江南万科城 华宇·锦绣玺岸

招商·云邸 绿城·晓风印月

保利·阅江台 金辉·中央铭著

天誉鱼先生的城

重庆龙湖

新鸥鹏南方商管集团

融创西南集团

旭辉西南区域集团 重庆绿城致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万科（重庆）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置地（重庆公司）

美的置业川渝区域

2020-2021年度重庆房地产行业城市运营成果展

十大城市建设服务商
（排名不分先后）

国浩·18T

重庆建发·和玺

万物云 科技助力空间服务新发展
出入小区不需掏钥匙或业主卡，

“刷一刷脸”就能以无接触的方式通
过门禁、电梯等设备直接抵达家门
口；手机下个APP，足不出户就能预
约物业服务；小区消防设备出现故
障，红外报警系统会发信号到城市E
控中心通知物业派人维修……这不
是科技大片中的场景，而是重庆万科
悦峰业主24小时无间断可享有的数
字化生活新方式。

据了解，2020年 10月底，万科
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万物
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致
力于以科技推动空间服务业的数字
化升级，旗下包含“空间”“科技”“成
长”三大业务模块，万科物业是万物
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品牌。更名后的万科物业将会为城
市、业主带来怎样的便捷生活体验？
走进重庆万科悦峰，从这个老小区的
改变，便可找到答案。 万科悦峰以科技实现无接触归家动线

实地走访
感受更科技更智慧的物业服务

走进重庆万科悦峰的园区，完全
感受不到这已是近10年的“老”小
区，除了园区宽敞洁净、景观精致之
外，园区内的健身器材等公共设备也
维护得相当好，保持着崭新的模样。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为这个“老
小区”，注入了“新活力”。

以最简单的入户为例，除了园区
实现了无接触的扫脸进入园区、电
梯，直达家门口之外，当非社区人员
来访，可在小区外的访客自助登记机
进行实名身份证来访登记，进一步保
障了社区出入安全。“万科物业不管
是他们的智能系统、物业人员对业主
的关怀，都是很完善的。”业主周瑾
说。让周瑾更为满意的是，居住在万
科物业服务的小区里，安全感十足：

“小区监控很多，各个角落都覆盖，小
孩在小区内玩耍，或者有陌生人出入
小区，监控都能及时捕捉动态，很有
安全感。”

“当然，科技服务不单单是让业
主的生活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利用
数字化为物业工作赋能，让传统的物
业变得更智慧。”已经进入重庆万科
物业工作10余年的刘伟无疑是体会
最深刻的人。

“传统物业的设备管理，一般是
人工制作月度检查台账，对照日期检
查设备房。“刘伟介绍道，万物云引入
互联网技术，通过后台，给每个设备
生成一个二维码。工人例行保养时，
只需要手机扫描二维码，把设备检查
情况输入弹出的信息框，数据就可以
保存上传了。

这些数据的收集不单单是为了
日常维修，而通过大数据的沉淀，管
理会变得更加智能。比如利用多次

的数据收集，对于拥有成千上万设备
的园区来说，物业不用再传统地建立
一个表格，提醒自己去维护设备，而
是系统智能生成维护清单，自动去提
醒你做维护，同时用哪种维护方式，
怎么维护，维护用的材料、周期等等，
这些都会因为大量的数据而有一套
更加科学的方案。

“对于设备的检查，只需要通过
远程设备自控系统，就可以对各个设
备进行实时监控。”刘伟表示，如今园
区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二维码，通过
设备自控系统，可以对任何设备的数
据进行检查。针对配电房等重要设
备，设备自控系统会自动显示设备名
称、温度、湿度等参数，一旦设备运行
不正常，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物
业工作人员也会收到工单。“以前我
们都是每天都在巡检设施设备，现在
只需要一个月一次就差不多了。”

除了给设施贴上“身份证”，科技
还给物业加上了“新眼睛”！

“园区里有监控，过去对小区进
行管理，就必须安排人坐在电脑前盯
着监控。而城市E控中心更新升级
后，AI监控更加智能，极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刘伟说。

据刘伟介绍，升级改造后的城市

E控中心相当于一个城市级别的监
控指挥中心。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实
现了视频监控的二次升级大数据管
理。所谓“二次”是指不仅在传统意
义上监控社区的实时画面，同时也监
控社区岗位人员的工作状态；所谓

“升级大数据”，即是将监控管理的颗
粒度由社区拓展到城市。以重庆为
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由1个项目拓
展到10个甚至100个项目，由200
个监控画面拓展到2000个监控画
面。不仅如此，城市E控中心还提供
了足够多的接口，人脸识别应用、周
界防范报警、数字消防监控系统以及
后续开发的居家户内报警、烟感报警
等等，都将在这里实现集中一体化的
统筹指挥与展示呈现。

那么，城市E控中心的存在有多
大意义？2021年2月13日，发生在
人和万科城项目的灭火救援事件，就
是很好的案例：当晚10：24，项目指
挥中心接到业主“3期14栋发生火
情”电话报事。指挥中心立即上报值
班经理和城市E控，启动消防系统，
同时拨打119。

城市E控接报后，立即启动火灾
应急预案，通过调度台远程连通该项
目调度群组，调度所有在岗人员按照

应急预案分工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
同时指挥中心通过一键招援系统求
援，安排消防通道就近岗位人员打开
消防门，在路口指引消防车辆进入，
119到达现场后，协助消防队进行灭
火救援装备铺设，指引消防阀门位
置，为抢险赢得了先机，及时阻止了
火势蔓延，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

这个案例中，城市E控中心发挥重
要作用，物业团队应急响应非常专业，
充分证明重庆万科物业布局的硬核科
技已经成为社区安全的守护者。

物业服务边界“破壁”
万物云更新城市服务新场景

从“万科物业”到“万物云”的转
型，万科云不断尝试利用大数据，让
服务历久弥新。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引领高
质量发展。智慧城市发展，一是要城市
治理水平的提升；二是便民惠民水平的
提升；三是融合创新的产业经济的发
展；四是安全可靠的防护体系的构建；
五是互利共赢新局面的打造。

响应城市更新号召，积极探索与
实践数字化发展，助力智慧名城建
设，助推城市新发展。万物云打破物

业服务边界，结合在空间（社区、商
写、城市）运营领域的最佳实践经验，
沉淀出的空间服务专业知识与能力，
并将其提炼为科技能力和服务产品，
助力服务扩张和生态联结，以科技连
接空间中的设施、设备、资产、人的生
活、人的工作、人的商业活动，服务更
多客户、服务客户的更多方面。万物
云空间科技服务的主要能力包括：空
间资源连接技术能力、智能建筑设计
以及施工改造的能力等。

截至2020年12月，万物云已布
局全国100个具有发展潜力的大中
城市（含香港），其中住宅服务项目
3051个，商企服务项目超1700个，
城市服务项目增长至16份。

快速落地空间科技服务
万物云助力城市新发展

据了解，万物云城是万物云旗下
专注城市服务的品牌，通过线上线下
的精细化运营，万物云城智慧化服务
包括站城一体化、产城融合等多业态
在内的城市复合空间，并管理城市数
字资产，最终实现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源头治理、执法保障、万物互联的
现代智慧城市治理的“新生态圈”，以
提升居民城市生活的参与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万物云城的城市服务自
2018年5月从横琴开启首个案例，在
短短两年内落地珠海横琴、雄安新
区、广州白云、成都高新区、青岛动车
小镇、厦门鼓浪屿、武汉江汉区、江门
人才岛、郑州二七区、成都TOD、深
圳河流水质科技管控及坪山河干流
管养等10城16项目，辐射全国从南
至北深入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万物云重庆
代表处正在紧锣密鼓地代表万物云
本部承接空间、科技、成长等各板块
的业务合作需求，打通各业务条线的
人员、资源、数据协作机制，在流程提
效、业务协同、资源联动、数据共享等
方面持续发力。万物云重庆代表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万物云重庆
代表处将积极发挥自身服务优势，在
打造有质感生活空间的同时，创造更
有温度、更智能、更加多元的服务，不
断焕新社区，激发城市新活力。

张婷婷
图片由万物云重庆代表处提供后台智慧化设备日常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