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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礼嘉，由华宇旭辉联袂
打造的御璟湖山洋房收官之作璟
屿组团，开盘当日销售3.78亿元，
去化率95％。

御璟湖山项目自亮相以来，以
卓越的产品力致力焕新未来人居，
深受市场热捧。

重庆人居从未停止迭新升级，
未来人居始终充满想象。重庆的
未来人居生活究竟会是怎样?或
许，从在重庆楼市表现亮眼的品质
大盘御璟湖山可窥知一二。

御璟湖山：礼嘉热盘是如何炼成的

以品牌力铸就经典

没有哪一种热销是偶然的。“热
盘”御璟湖山的炼成，则是华宇旭辉
潜心耕耘的必然成果。

2017年，华宇旭辉两大实力企
业强强联手，首次起笔礼嘉，选择城
市核心区礼嘉，打造首部“御璟系”
作品——御璟湖山。

重庆华宇集团是渝派房企的卓
越品牌代表之一，也是中国房地产

界公认的“稳健实力派”。自1983年
创立以来，历经38年深耕积淀，华宇
集团已形成以房地产为主，集地产
集团、金控集团、华宇优家智慧生活
服务集团、建设集团为一体的全球
大型多元化运营集团。38年来，华
宇集团始终肩负“责任筑造理想家”
的崇高使命，恪守对社会负责、对企
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价值观，奉行

“创新、责任、诚信、稳健”的文化理
念，以服务社会、创造价值为企业目
标，稳健发展，不断书写着辉煌成
就。

截至目前，华宇集团累计开发
楼盘 200 余个，遍布全国近 30 个
城市及北美市场，服务业主超 68
万人，回馈社会慈善捐款近 2.5 亿
元。

旭辉集团，2000年成立于上海，
其控股股东旭辉控股（集团）2012年
在香港主板整体上市（00884.HK），
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运营和物业
服务为主营业务，定位于“美好生活
服务商、城市综合运营商”的综合性
大型企业集团。

成立20多年来，秉承“用心构筑
美好生活”的使命，旭辉始终追求为
客户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场景，打造
有温度的社区。截至2020年12月

31日，集团业务遍布中国及海外超
过90个大中城市，累计开发项目超
550个，服务逾40万户业主。2020
年合约销售规模突破2300亿元，跻
身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榜单
TOP14。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旭辉首
进重庆。14年的时间，西南旭辉以
重庆为支点稳步高速拓展，如今在
重庆、贵阳、昆明三地已形成三城近
40盘的规模布局。一步步走来，旭
辉踩准了节奏，从区域的发现者到
参与区域的运营，成为城市发展的
组成部分。

入渝十四载，西南旭辉始终在
践行城市深耕的战略，已在重庆主
城多个区实现了布局，在各个区域
都打造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项目。
除了打造的礼嘉商圈中心大城御璟
湖山，还有九曲河全龄生活大墅区
江山樾、悦来大师级滨江都会大城
江山雲出、南滨路改善大宅铂悦澜
庭、巴滨路滨水生活大城千江凌云、
龙洲湾商圈核心旭辉城、渝中腹地

城市天际线大平层项目天空雲镜、
九龙坡区封面项目印江州等区域标
杆性项目。

旭辉华宇强强携手，凭借其强
大的品牌力，御璟湖山才有如此热
销之势。

以区域引力赋能项目

成绩是红盘的外在表现，傲人
成绩的背后，必然有多个能看得见
的价值，区域竞争力便是有形价值
中的一项。

重庆向北发展数年，礼嘉为何
脱颖而出发展迅猛？综合来看，在
配套、区位、交通，以及资源方面，礼
嘉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礼嘉三面临江，16公里江岸线
环绕，公园星罗棋布，拥有丰厚的自
然生态本底。而且礼嘉交通便捷，
公路干线、轨道交通等四通八达，拥
有龙湖礼嘉天街、欢乐谷等城市配
套，加上智慧新城加速打造，礼嘉愈

发“城熟”，一方宜居宜业宜游的智
慧新城已然崛起。

而御璟湖山所在位置，恰好位
于城市优质配套集中地。项目与与
礼嘉天街一线之隔，周边毗邻礼嘉
智慧城（在建中）、欢乐谷、玛雅水世
界（已建成）等，更被白云湖公园、龙
塘湖公园等九大公园（在建中）环
绕，繁华之上，静享自然美好。

华宇旭辉依据品牌经验，乘城
市发展之势，造区域之城，在礼嘉匠
造品质社区。在此，坐享地段潜力，
拥全面升级服务配套。

以产品力提升品质人居

优越的产品质量与人居理念，
也是御璟湖山其热销原因之一。

以御璟湖山收官压轴之作——
璟屿组团为例。整个小区由4栋7-
8层的洋房围合而成，77平方米-
107平方米的户型总面积，容积率
仅 1.32，包含了幼儿园和社区配

套。因此，其洋房产品的实际容积
率更低。

更低的容积率意味着什么？更
高的私密性，更大的景观尺度，更通
透的户型，也会带来更舒适的居住
体验。

在外立面的设计上，则采用大
面积玻璃幕墙，就连建筑转角与飘
窗下沿都用了玻璃外包实墙，再加
上卧室+阳台的大面宽，带来的采光
和景观视野更足更强。

在户型的设计上，建面约99平
方米的户型，可以做到三房两厅两
卫，有6.3米横厅、超过10平方米的
景观阳台，以及每个卧室都有大飘
窗。

综上所述，御璟湖山璟屿洋房
组团从地段选择、户型设计、品质打
造等多方面都完美体现了高端舒适
的宜居属性和现代生活理念。

璟屿组团区域位置图

项目销售中心

张婷婷 图片由旭辉地产提供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创新构建“三教三启”健康教育体系
该体系已在7省市20余所高职院校应用推广

25日，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以下简称“重庆医药高专”）举
行了学生健康教育工作交流研讨
会。来自市疾控中心、市结防所、
市健教所的专家和市内外相关高
校的代表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方式，
就《高职院校学生“三教三启”健康
教育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的课
题进行了研讨。据悉，这套由重庆
医药高专原创的健康教育体系已
经在重庆、福建、四川等全国7个
省市23所高职院校中推广应用，
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了整体解决
方案。

从2013年开始，重庆医药高
专开始了高职院校学生健康教育

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培养学
生志愿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家国
情怀。该校将“健康第一”的理念
贯穿健康教育全过程，创建了“课
堂教学教健康知识，启迪健康智
慧；校内实践教健康行为，开启健
康生活；社会服务教健康责任，启
推健康促进”的“三教三启”健康
教育体系。开发了“健康生活方
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生
殖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五大内
容的健康教育知识框架；实施了
一二三课堂纵向贯通，健康课程
和专业课程、思政课程横向渗透，
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互交融的

“纵横贯通”教育教学策略；研制

了学生、教师、家长、实习单位构
成评价主体，学习生涯全过程评
价，身心健康全要素评价，学校、
家庭、企业、社区全方位评价的

“多元立体”评价方式。
重庆医药高专党委书记吴海

峰介绍，学校是国家首批“双高计
划”建设单位。他提到，高职院校
该如何做健康教育工作？如何落
地实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三
教三启”健康教育体系构建就是
这样的背景中产生。在8年多时
间里，围绕“三教三启”健康教育
体系，重庆医药高专创建了“智能
交互式”学生健康教育平台，首创

“四维联动”的学生健康教育运行

机制，为高职院校学生健康教育
提供了整体解决方案，形成了一
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制定了
《高职院校“三教三启”学生健康
教育实施方案》，撰写了《高职院
校学生“三教三启”健康教育体系
构建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报告，发
表了《高校大学生青春健康教育
现状与对策》等中文核心期刊学
术论文，出版了《健康教育教程》
等成果著作。“重庆市高职院校学
生青春健康教育体系”被确认为
重庆市科学技术成果。

该校学生处处长陈立书介
绍，学校正在建设集教育、实训、
科普于一体的智慧型综合型开放

型健康教育中心，包含心理健康
服务中心、健康生活科普体验馆
和多功能演播厅三大区域，创新
运用情景体验、AR、VR、体感互
动等高新展示技术。该校的多个
健康教育基地也先后被评为国家
级和省部级示范基地。

据悉，重庆医药高专先后已
有3.3万余名学生接受了健康教
育全覆盖，“三教三启”健康教育
体系在全国也产生较大影响，目
前在重庆、福建、四川等全国7个
省市23所高职院中推广应用，51
所学校到重庆医药高专学习健康
教育经验。成果先后获中科院
2013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

学术论文奖和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研究课题结题一等
奖等 20项省部级以上标志性奖
励。成果部分内容在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和论坛
上交流推广。教育部首席专家杨
应崧教授评价该校健康教育工作：

“青爱工程有声有色，既落到实处，
又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重庆市
疾控中心知名专家吴国辉表示，健
康教育是疾病预防最好的“疫苗”，

“三教三启”健康教育体系进一步
推动了健康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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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关于清退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的通知
根据取消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下简称“风险抵押金”）制度的有关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我市高危行业不再存储风险抵押金，并及时开展风险抵押金

清退工作。截至2021年6月30日，仍有少数企业未申请办理退款手续，名单如下：

重庆市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余额明细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蒋敏

重庆恒信重晶石开采有限责任公司

彭水县青平萤石矿

重庆市江津区六顺源碎石加工厂

重庆鼎鑫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安全风

大足县兆康石英砂有限公司

余开波

酉阳县万刚汞业有限公司

酉阳县傅时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9.12.03无

李俊华

彭水县天栋建材有限公司

2011.03.11危化物品风险抵押金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300000

10000

2008.09.11

2008.10.22

2009.03.18

2009.05.31

2009.06.19

2009.06.22

2009.07.01

2009.07.31

2009.08.20

2009.09.04

2009.12.03

2010.04.30

2010.10.20

2011.03.11

29

30

31

32

33

34

35

重庆市合川区荣皇加油站

云阳县南溪镇军明建材有限公司

邓小娟

李开勇

重庆优能火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马兴权

李永梅

50000

50000

30000

100000

10000

100000

200000

3090000

2012.12.15

2013.01.10

2013.02.04

2013.07.08

2013.08.20

2014.02.21

2014.07.01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011.04.29风险抵押金

重庆湘岳化工有限公司

2011.05.04 风险抵押金

2011.05.17投资款

2011.05.23生产风险抵押金

重庆平定工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尖山庙加油站

重庆城北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长辉化工有限公司

重庆建东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綦江县赶水镇百春

红福

2012.5.8保证金

杨小刚 2012.11.09

1000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10000

50000

50000

10000

50000

300000

300000

50000

20000

2011.04.29

2011.04.18

2011.05.04

2011.05.17

2011.05.23

2011.09.01

2011.09.30

2011.10.13

2011.11.01

2011.10.28

2011.11.28

2011.12.23

2012.05.09

2012.11.09

请以上企业在本公示60日内，到重庆市应急管理局申请办理风险
抵押金退款手续。具体办理程序，可向当地区县（自治县）应急管理部门
咨询。逾期未申请退还者，所产生的风险和法律后果，由相关责任人自
行承担。

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3-67611221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