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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发·和玺 新中式人居美学的“破圈”逻辑

悠久的中华历史，灿烂的中华
文化，是创新发展取之不竭的灵感
源泉，也渐渐成为了建筑美学发展
新的风向。

6月19日，屡屡刷屏重庆市民
朋友圈的国风大盘建发·和玺正式
开盘，首开4栋楼200多套产品全
部售罄，展现了市场给予“新中式”
美学的最好肯定。

从唐文化里“寻根”，建发地产
用建筑空间将东方文化融入人居
想象，让新中式建筑可观、可触、可
生活，演绎美学与宜居的双重价
值，一个人居精品“破圈”而来。

创新的思路，技术的进化，让
传统的建筑再现华彩，让历史的故
事熠熠生辉，创新赋能华夏文明当
代表达。建发·和玺的首开大捷，
充分反映出市民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以创新的时代化表达而融入
现实生活的极大认可。

惊艳重庆
“现象级”人居项目大美呈现

以“儒门、道园、唐风、华纹”新中
式建造理念，三千年历史沉淀的重
庆，迎来一座盛世“唐”府。

近日，备受市场和业界关注的重
庆建发·和玺国风大盘迎来首开大
捷，这个建发房产落子重庆的首个新
中式作品，将巴渝文化的千年精魄绘
于一方空间。

飞檐展翅的重檐庑殿顶、大气威
武的镇宅狮、大门旁气势磅礴的山水
墨景壁，这不是古迹景区的打卡胜
地，而是建发·和玺的正大门。

首进重庆，这样的全新起航，对
于建发地产来说，具有不一样的意
义。怎样的产品才能不辜负土地，展
现建发的新中式美学，使之成为经得
起时间见证的人居精品？

这扇大门的背后，即是建发带给
到这座城市的答案。

汲取中式建筑精髓，渗透盛唐风

韵华美，以阐释东方礼序之道，三进
门庭，还原千年尊崇归家仪式。

与其说这是一座新中式集萃的
城市理想居所，不如说这是在快节奏
城市生活的当下，为重庆人匠造的一
方传统文化精神家园，收纳思绪、沉
淀人生。由此，建发·和玺，立足于历
史文脉，依托于山城地貌，将重庆人
的人居理想照进现实。

回望时间，从去年拿地至今，
建发择址蔡家板块，从项目案名的
发布，到项目发布会的亮相，再到
示范区的开放以及首次开盘取得
好成绩，一路行来，市场对建发新
中式建筑美学的期待也不断加
码。示范区开放仅半个月，登记客
户就已达到数千组，每日来访预约
几乎“爆满”，首次开盘，推出的
200多套产品就全线售罄。一组组
漂亮的市场数据、一连串的行业好
评，这背后正是建发·和玺对于传
统文化的极致演绎和对产品精工
匠心的不懈雕琢。

蔡家“虹吸效应”
以千年文脉加码区域价值

要扎根一座城，须要先读懂这座
城的价值。

时间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从远古
巴人的智慧,到近代的开埠荣光,再
到今时的繁荣……重庆这座三千年
历史文化古城，镌刻着时代变迁的深
刻印记。而城市之北的蔡家，历经多
年的发展，区域配套已逐渐趋于醇
熟，成为重庆高端人居板块的代表。

作为建发进驻山城的壹号战略
作品，建发·和玺择址蔡家，有其独到
的眼光和布局。

两江新区核芯板块、蔡家自贸区
优势叠加、约40万平方米蔡家商圈、
沿江规划11座大桥、多维立体交通
路网、蔡家中央公园等约591公顷公
园绿地……这些区域向上发展的源
动力，使得蔡家的楼市地位，早已在
不动声色间“俯瞰群雄”。

近段时间以来，更是资源不断集
聚，科创能量不断升级，重磅利好频
频。

就在3月底，位于蔡家智慧新城
的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北碚
板块总部基地宣告落成，第一轮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础设施、休闲旅游、公共服
务等领域，为区域发展提供产业聚
能。

如今，伴随着礼嘉天街的兑现、
中央公园420万平方米商业年底相
继开业、蔡家大桥即将通车，以及与
礼嘉、悦来等板块形成集群效应等，
蔡家的“虹吸效应”正逐步显现，正
发展成为重庆下一个高端人群聚集
地。

正是基于对蔡家的看好、对城市
发展的信心，建发地产将这里作为在
重庆全新出发的起点。

于城央核芯地段打造王府中式
——和玺，是建发一贯的择址观，更
为难能可贵的是，建发对于新中式建

筑的审美和塑造，以更高级的质感体
现在建筑中，针对重庆与蔡家独特的
文化气质，对产品进行深度雕琢，厚
载璀璨文化底蕴。

就在蔡家这样一块城市热土上，
建发·和玺为重庆定制了一座专属的
东方美学之府。

挥毫东方大美
打造重庆新中式范本

与重庆这座城市的初遇，文化
与建筑该如何融合？建发以 41载
深厚内修，作出了更高阶的思考与
实践。

据悉，和玺项目规划及景观轴线
汲取李白诗文中的巴渝胜景，将浸
润巴渝人家的千年文化微缩入园，
以叠山理水的景观手法，打造四轴
七境五巷九景，串联整个场地空间，
达到与人心和应，使礼乐传家的境
地。

建发·和玺还深入挖掘巴渝文
化、造园格局以及文脉价值，从重庆
十七门汲取灵感，以文化为引，筑礼
序为形，以三进归家礼序传承东方礼
仪。一进儒门，以登门入府，致敬城
市；二进入园，在花影小景中致敬自
然；三进入阁，以精雕细作的装饰细
节致敬宾客。

建发·和玺将传统中式建筑元素
与现代手法相结合，传承中国传统建
筑文化精髓，凝练出“儒门、道园、唐
风、华纹”新中式匠造理念，将府之威
仪、园之造极、生活之意趣，展现得淋
漓尽致。

此次，建发·和玺推出的建面90
平方米—99平方米的臻装洋房产品，
因其“高定”实力赢得市场认可。洋
房产品融入八大精工匠造手笔，采用
轴线对称设计凸显现代形式美感；通
过玻璃材质与墙体穿越，延展立面光
影；采用“大面宽观景阳台+大横厅”
设计；解构传统曲线挑檐尽显汉唐风
韵……此番，建发·和玺以现象级产
品力，让重庆市场认识到建发擅造新
中式的高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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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发·和玺示范区实景图

建发·和玺目前建面90-99平
方米臻装洋房火热销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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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献渝州，首开即罄。
不负厚爱，应市加推。

重庆建发·和玺国风大门实景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 于
佳欣）商务部等4部门22日发布公告，将4款
已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的疫苗列入可供对
外出口的新冠疫苗产品清单，并表示支持列
入清单的中国疫苗生产企业以自营方式组织
出口，清单将根据国家药监局审批上市情况
适时动态调整。

为进一步支持各国抗击疫情、全面扩大
疫苗国际合作，商务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公布
可供对外出口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产品清单
的公告》。其中，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
兴中维公司、康希诺公司、国药中生武汉生物
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4款疫苗被列入
清单。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说，此次列入清
单的4款疫苗均已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其
中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两
款疫苗已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上述
疫苗产品已在中国国内大规模接种，并在全球
上百个国家获批使用。该清单也将根据国家
药监局审批上市情况适时动态调整。

4款疫苗列入可供对外出口
新冠疫苗产品清单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22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全市将通过市容
环境整治行动，补齐城市卫生短板，对公共厕
所、农贸市场、养殖场、屠宰场等周边环境卫生
问题进行排查整治，同时排查治理垃圾站点、垃
圾填埋场等环卫设施臭气、污水及其他问题。

据了解，重庆高新区采用“泡沫封堵+微
水冲”技术改建公厕，有效杀菌消毒、封堵异
味，高效节约水资源。重庆高新区还试点运
用粪污无害化处理设备，解决因排污管网限
制导致新建公厕选址难问题，并结合智慧城
管平台试点打造智慧公厕，进一步改善群众
如厕体验。

渝中区投资900余万元建设中转站渗漏
液处理设施。该设施采用生化和物化处理组
合工艺，垃圾压缩液经处理实现稳定达标且
无浓水产生，同时采用物联网系统智能调节
工艺参数，确保运行稳定，解决污水排放问
题。

大足区则通过喷洒灭蝇除臭药剂，敷设
覆盖膜，填埋气体通过导排系统收集进行焚
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经济与环保效益双丰
收。日处理气体约6万方、发电约2.4万度。

我市多措并举整治市容环境
补齐城市卫生短板

整 治 市 容 环 境
扮 靓 我 们 的 城 市

通过后的两省市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的框架结构基本一致，均

从市场、政务、法治三个维度作了

重点规范，且有30余个条款针对

同类事项作出相近规定，实现了

重要制度有机对接

□本报记者 吴刚 颜若雯

6月21日，市人大常委会《重庆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新闻发布会现场，市人大代表、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洪涛，提及《条例》中关于“政务服
务中心应当健全限时办结等服务制
度”相关条款，心潮澎湃。

“对一家制药企业来说，限时办
结太重要了，它决定了货款回笼的快
慢，甚至可以决定企业的生死。”他
说。

游洪涛不仅是《条例》的受益者，
还是立法参与者。作为市人大代表，
他参与了《条例》的起草论证，站在企
业角度提意见建议。作为市人大法
制委委员，他参与了《条例》正式进入
立法程序后的两次审议。

“把过去积累的一些好经验和好
做法上升到立法层面，意味着成果固
化，不会轻易变动了。”手拿《条例》文
本，游洪涛称自己感到“心里很踏实”。

作为川渝协同立法的首项成果，
《条例》是如何诞生的，背后有哪些故
事，它将如何促进川渝地区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川渝首部协同立法，剑
指“营商环境”

跨区域协同立法，并非新鲜事。
早在2006年，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
签署《东北三省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
议》，开创了全国省际间立法协作的
先河。

为啥要协同立法？“以往东三省
政府法制工作部门之间‘通气很少’，
各地制定的规章存在一些不协调甚
至抵触的地方，立法资源共享，对于
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质量有好
处。”当时，辽宁省政府法制办相关负
责人解释。

受到启发，2007年，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部门也签
署《苏浙沪法治协作座谈会会议纪
要》，明确了通过立法统一，协调区域
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方向。

此后，以区域协同立法护航区域
一体化发展，逐渐成为共识。例如，
2020年，京津冀三地就协同开展“机
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
治条例”专项立法并同步实施。协同
立法助力，北京、河北和天津的污染
防治有了明显改善。

实践中的成功探索，推动协同立
法进入“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1
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中国建
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指出，
建立健全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加
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跨区域地方立
法的统一指导。

川渝协同立法，为啥首先瞄准
“营商环境”？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天津
召开的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上
提出，要着眼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围绕区域发展战略和特点抓好协
同立法。

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
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期待
更加坚强有力的立法保障。

重庆被纳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价备选城市，更是推动川渝协同立法
的一次重大契机。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委副主任黎藜介绍，近年来，重庆结
合地方实践出台了大量创新举措，优
化营商环境取得明显成效，但市场主
体反映强烈的一些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仍然存在。这些都亟待通过制定地方
性法规，将相关措施成果予以上升固
化，更好发挥立法的引导、推动、规范、
保障作用，充分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
益，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2020年7月，川渝两省市人大常
委会在重庆签订《关于协同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合作协议》，
明确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作为两省
市协同立法的首个项目。

川渝人大“常来常往”，协同
立法首个成果一年落地

从协议签订到正式施行，川渝协
同立法的首个成果诞生，仅仅用时一
年。这是怎样一个历程？

黎藜介绍，上述合作协议签订之
初，川渝两省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
立法进度并不一致——四川省，条例
草案已经进入常委会审议阶段；重庆
市，条例还属于当年立法计划的预备
项目。

追赶四川进度，重庆条例的立法
进程加快提速。重庆方面采取了“双
组长”工作机制，即由市人大常委会
分管副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
长，并成立立法工作领导专班、工作
小组，加快开展文献研究、立法调研、
问题梳理、结构研究等工作。条例草
案很快形成初稿。

一个月后，重庆一支由市人大法
制委、常委会法制工委、立法专家等
组成的队伍，赶赴成都，参加川渝优
化营商环境协同立法的第一次交流
座谈会。会上双方一致认同：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作为地方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的直接上位法，需要地方
细化落实和较为原则的规定都可以
作为川渝协同的内容。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务服
务标准化、创新‘双随机、一公开’和

‘互联网+监管’方式监管等方面的规
定，都给我们两省市立法留下了落实
和细化的协同空间。”会上，重庆市人
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制工委“抛砖引
玉”，就具体协同层面提出初步思考。

作为川渝协同立法的参与者，去
年10月前后，在重庆市人大法制委、
常委会法制工委组织召开的《重庆市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立法调研
座谈会和法院系统座谈会上，游洪涛
结合前期个人调研成果，提出了提高
破产案件办理效率、更加注重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建议。

这两项建议，均被吸纳到《条例》
草案当中，并体现在最终表决通过的
条例文本中。例如条例第十六条要
求，本市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
保护机制，严厉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的
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实施知识产权侵
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第六十九条要
求，人民法院应当完善破产案件繁简
分流、快速审理机制，依法简化破产案

件审理流程，提高破产案件办理效率。
去年12月2日，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首次听取了关于《重庆市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草案）》的说明，《条例》步入
正式立法进程。

“建议条例草案增加建设科技创
新中心内容，打造川渝两地共同联动
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创业活动品
牌，把川渝科技创新、创业的品牌打
出去”“建议双方草案要在整合公共
法律服务资源规定中突出川渝两地
的概念”……今年2月25日至26日，
川渝两地的专家学者因川渝协同立
法齐聚一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
优化营商环境协同立法研讨会上建
言献策，立法意见建议也成为了通过
后的《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
正式条款内容。

今年3月下旬，《四川省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经过三次审议，《重庆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经过两次审议，分
别经两省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
过，都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两部专门法规，实现重
要制度有机对接

通过协同立法，川渝同时诞生关
于营商环境优化的专门法规。两个
条例，有着怎样的协同性？对于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会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

协同性方面，通过后的两省市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框架结构基本一
致，均从市场、政务、法治三个维度作
了重点规范，且有30余个条款针对同
类事项作出相近规定，实现了重要制
度有机对接。

例如，两个条例都在总则中明确
“加强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流
合作，加强省内毗邻地区交流合作，
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
持续优化区域整体营商环境”，并提
出，川渝两地协同推进“加强毗邻地
区合作，支持共建区域发展功能平
台，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等方面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对于开办企业，重庆要求推行开
办企业全流程“一网通办、一窗领
取”，四川则要求持续完善企业开办

“一窗通”平台服务功能，全面推进全
程电子化登记。两地都提出了“应当

在一日内办结”的时间要求。
对于过去较为敏感的企业迁移

问题，两个条例也作出近似规定，将
对川渝两地间企业的自由流动带来
极大便利。

重庆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限制市场主体迁移，市、区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跨
区域变更住所提供便利，不得对企业
变更住所设置障碍，并依法及时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四川也要求，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企业跨区域变更住
所提供便利，不得干扰和阻碍市场主
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或者退出本地市
场，不得限制企业自由迁移。川渝两
地还一致要求，除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外，市场主体迁移后其持有的
有效许可证件不再重复办理。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
老大难问题，两个条例均为破解难题
作出制度规范。

重庆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不得实施“在授信中对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科技型企业设置歧视性规
定”“在授信中强制搭售保险、理财等
产品”等6项禁止行为，四川则要求金
融机构“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融资效率”。

此外，两个条例都对川渝协作有
明确要求，在协同推进成渝科技创新
中 心 建 设 、推 进 建 立 成 渝 地 区

“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动机制、推
进川渝两地法律服务资源共建共享
等多个方面均有表述。

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正式
施行，既标志着川渝协同立法的首个
成果落地，也意味着川渝协同立法的
实践探索起步。在与四川方面对接
沟通后，日前，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常
委会法制工委出台了《川渝人大法制
工作机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协同立法工作办法》，以制度固
化规范两省市人大法制工作机构开
展协同立法工作。

按照新的合作机制，下一步，川
渝两省市人大常委会将就铁路安全
管理、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
协同立法。可以预见，未来，川渝两
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过程
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共性问题、共性需
求，将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共同得
到更好的研究解决和保障。

川渝协同立法首项成果是怎样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