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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生活大

调查》发布“美好

生活城市”榜单，

该榜单通过经济

发展、公共服务、

社会发展、文化发

展、生态环境5个

维度 37 项指标的

综合评价，重庆跻

身十强。

城市美好生

活的呈现，与房地

产企业的努力密

不可分，比如坚持

“创想”，深耕“文

化+”的华侨城。

作为美好生活先

行者的华侨城，与

重庆城市发展高

度契合。城市发

展为华侨城提供

了发展机遇，华侨

城又以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城市共生

长，为城市发展不

断赋能。

单盘破百亿元 华侨城
奋力跑出“加速度”

2014年6月，华侨城拿下礼嘉组
团6宗土地，开启了入渝之旅。全国首
个山地版欢乐谷落户重庆的消息就曾
引发全市热议。

历时5年，华侨城深耕重庆，一步
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积极利用自身的
优势，聚合华侨城内外的优质资源，以
独特的企业形象，塑造华侨城城区的
每一处文化基因，坚持不断“创想”，深
耕“文化+”，积极探索城市文化道场，
与公益、时尚、教育、圈层等资源多方
位合作，深入挖掘文化IP，将企业形象
刻入这座城市的骨骼中。

入渝以来，华侨城在不断为重庆
注入新鲜血液和塑造文化基因的同
时，也在不断更新着重庆楼市的历史。

如今，重庆楼市又诞生一项新记
录：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截止2019年3
月，华侨城单盘签约销售金额破100

亿，而实现这一目标，华侨城仅仅用了
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2016年6月，华侨城首批别墅产
品“天澜美墅”开盘，3小时60套售罄，
首开成绩就震惊了重庆房地产市场；
在60套联排之后，在未用渠道、没有
分销的情况下，华侨城陆续推出的102
套叠拼别墅与739套高层，短期再度
售罄；2017年 3月，云溪别院一批次
224 套洋房在三天之内认购完毕；
2017年5月，华悦中心728套公寓15
分钟售罄；2018年嘉陵江天多产品面
市，续写传奇……

“华侨城速度”背后，印证着华侨
城在重庆市场的惊人号召力和表现
力。三载的沉淀与积累，华侨城赢得
了市场，更赢得了美誉。

那么是什么让华侨城在重庆楼市
中脱颖而出，受到市场的青睐呢？

对此，重庆华侨城营销负责人表
示：“华侨城受到市场认可，离不开华
侨城对美好生活的创想，离不开对企
业责任的承担，离不开对城市发展的
思考。”华侨城速度，其实就是华侨城

“优质生活创想家”理念的落地，也可
将其概括为“创享生活家”，读懂这5个
字，就读懂了华侨城的秘密。

创 屡创纪录 绘就大城之美

事实上，自入渝以来，华侨城一直
在创造新的纪录。

规模上，2014年6月，华侨城拿下
礼嘉组团6宗土地，将建成约6000亩
的低密度生活大社区，建设打造占地
约4平方公里，据嘉陵江湾3公里江岸
的生态文旅大城，助力礼嘉半岛成为
高端业态聚集、城市功能完备、生态环
境优美、社区功能完善的国际化美丽
山水新城。再加上华侨城悦来项目，
华侨城可谓在跨区域板块“造城”，无
论是面积、整体规模和可开发体量，还
是需要倾注的心血，在重庆来说，几乎
都是创纪录的。

速度上，华侨城从2016年首次开
盘开始，到单盘销售过100亿元，也仅
仅只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
之前，礼嘉另一楼盘签约总金额破
100亿，用了4年的时间。为何是华侨
城这样一个新入渝企业在礼嘉这样一
个新兴区域迅速造就了百亿级的销
售，其背后价值逻辑，引人深思。

资源上，华侨城为重庆引进欢乐
谷这个代表城市文旅发展新高度的的
主题公园，并于2017年正式开园。据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春节期间
重庆欢乐谷游客接待量高达10.4万人
次，成为山城春节旅游的新打卡地，无
数市民前往打卡。欢乐谷在自己力争

建成国际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同
时，更是助力重庆文化旅游事业向上
发展，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

可以说，华侨城进入后，礼嘉才真
正进入发展快车道。华侨城依托其文
旅模式、超强配套、强劲品牌绘就的大
城之美正逐步成型。

享 配套先行兑现 为美好
生活添彩

多年前的礼嘉，还多是尚未开发
的荒野和山坡。5年前，华侨城进驻重
庆，开启礼嘉“造城模式”，开始了大规
模的开发建设。

与其它大多数楼盘仅将规划写在
楼书上不同的是，礼嘉区域与华侨城
的造城步伐几乎一致的相关配套建设
也在同步进行，甚至先行兑现。

如今，市民可以通过公交、轻轨等
多种方式轻松到达欢乐谷、玛雅海滩
水公园双主题公园。实际上，在华侨
城，所能够享有的远远不止这些。

重庆华侨城营销负责人把华侨城
的“享”分为欢享、安享、舒享三重含
义。第一“欢享”，欢乐谷主题公园和
玛雅海滩水公园为重庆人民提供更多
世界级的娱乐，拥有至纯的幸福与欢
乐的体验。第二“安享”，通过礼嘉和
悦来两个板块联动发展，未来的教育、
医疗、商业等生活配套都会得到很好
的完善。第三“舒享”，礼嘉华侨城总
占地规模约6000亩，建设用地规模约
2800亩，建筑与绿地可达到将近1：1
的比例；而悦来生态城的建设用地与
绿地比例规划也是1：1，这两个板块的
完美融合，未来华侨城将会是重庆最
具生活品质的板块。

华侨城所打造的6000亩大城周
边，既有品牌幼儿园、公立中小学等强
大教育资源，2017年9月，与华侨城相
邻的两江巴蜀中学初级中学正式开
学，居于华侨城城区，将可享受到3-
15岁教育无忧的成长环境；还有早已
投入运营的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礼嘉分
院、重庆医科大学金山医院等医疗资
源在侧；轨道6号线欢乐谷、黄茅坪、高
义口等站点已经开通，欢乐谷门口的
公交枢纽站也已投入运行，快速干道
纵横，交通通达全城。

同时，华侨城依托多年商业积淀，
为重庆带来了华悦中心欢悦里，为“侨
民”提供一站式生活配套服务。

诚然，如果说欢乐谷、玛雅海滩水
公园赋予礼嘉吸附游客的能力，那么
成熟的立体交通路网、一站式教育体
系、不跨区的医疗服务等则为区域居
民塑造了“大城美好人居”的标准，让
业主享有“华侨城式美好生活”。

生 回归自然 一半山水一
半新城

看一个项目的好坏，既要看大环
境、也要看小环境。细看华侨城四平
方公里的城区，占据礼嘉半岛核心位
置，整个区域犹如麒麟踏江，玉带环
腰，形成一种充满生气的活力。

华侨城一直秉承着“在花园中建
城市”的开发理念，为人们提供优质的
生活享受和文化体验。

据重庆华侨城营销负责人介绍，
“生态方面，礼嘉实施智慧城区，海绵
城区的落地搭建，悦来便是在此基础
上增加集中供能，形成生态大社区。”

2016年3月，华侨城发起了江湾
湿地修复计划，使得华侨城项目滨江
带两翼，嘉陵江湾与柳吊溪原生的两
块几乎干涸的湿地迎来新生。这对于
城市生态的重塑与重构，具有重要的
公益意义和生态价值。

除对原生湿地的修护外，华侨城在
整个城区打造了以欢乐谷、玛雅海滩水
公园、运动生活公园、生态亲子公园和
滨江休闲带为核心的四园一带体系。

在华侨城，“生”不仅仅是生态的
生，也是生活的生。

华侨城的未来城区内，众多的生
态口袋公园，为“侨民”展现出一幅绝
美的江湾生活图，茶余饭后，闲暇时
光，和家人、朋友聚会，在家门口就可
以逛公园，闲适周末还可以带亲友去
欢乐谷畅享欢乐时光。

可以说，是重庆少有的集生态宜
居、便利成熟于一体的生态城区。

活 打造文化 IP 助力城市
文化升级

自2016年华侨城启幕“创想菁英
生活美学”这一品牌定位，延续“创想
家”精神，承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历史使命。这些看起来似乎都
与建筑毫无关系，但是华侨城追求的
就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由建筑、配
套、美学等营造的菁英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华
侨城从进入重庆开始，品牌形象独树
一帜，并不去刻意的讲述自己的产品，
而是借助资源整合能力，频繁地与时
尚、文化、艺术、教育等高端资源跨界，
主办或赞助了一系列的文化及公益活
动，积极为重庆引入世界顶尖的艺术
文化资源，助力城市文化升级。

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领跑者，华
侨城的文化基因，总是在不断前行。

从山城版朗读者“欢乐侨城 书香
重庆”、联手时光里独立书店出版《故城
时光》、2016联合《国家地理》举办摄影
大赛作品展、以《三体》作为华侨城学府
高层特约剧目、“解忧杂货店”话剧重庆
首演等等文化盛宴，到举办世界知名艺
术邮票珍藏展、漫画大师丰子恺艺术
展、“重庆老地图珍藏展”等文艺跨界，
再到持续冠名重庆演出季、重庆国际少
儿时尚周等文化融合。

文化传播之外，还热心公益，关爱
环境：联合由众多播音员主持人共同
发起的一项针对贫困失聪儿童进行救
助的公益项目——爱的分贝；联合世
界自然基金会，举办华侨城公益环保
大赛；联合社会力量，共同举办华侨城
少儿公益绘画大赛;联合重庆两江巴
蜀中学初级中学在华侨城滨江休闲带
共植学子林等。

华侨城以持续不断的文化营销，成
功地做了一个“文化道场”，做到了“颜
值有正义，文化有灵魂，艺术有格局”。

在华侨城看来，如何与巴渝文化深
入结合，如何做大文化IP，如何提升重庆
文化魅力，是作为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在这个过程中，最先受益的一部
分人就是华侨城的业主。细心的华侨

城业主会发现，华侨城为重庆市场提
供的不仅仅是一个综合性的“大社
区”，更是一种悠然自得、舒适自在的
生活方式。

华侨城的业主不仅可以参与到
华侨城的各项文化活动中，更是借助
华侨城提供的社区与多资源融合的
平台，走向更高舞台。例如，从2017
年开始，“华侨城·欢乐谷杯”中国超
级童模精英赛就开设了华侨城业主
专场，为“侨民”业主开辟了专场比赛
通道，助力有潜力、有才艺的小业主
实现梦想；2017年，18名华侨城业主
子女组成的少年朗读团，登上了国家
大剧院的舞台；2018年，16名华侨城

“小小侨民”组成的重庆华侨城雪宝
儿合唱团赴深圳献歌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通过冠名重庆演出季，为业主
免费派送演出门票等一系列的活动，
增强华侨城品牌赋能与业主生活的
融合。

在华侨城的“城”里，有欢乐无限
的主题乐园，有生态自然的休闲胜地，
有完善配套的综合商业，有一站式综
合教育体系，有荟萃人文的艺术中心，
有内涵丰富的文艺演出，有人们对于
城市美好生活的一切畅想。

家 全业态全覆盖 再现造
城传奇

一切艺术的灵魂，来自生活的原创。
华侨城的人文基因，不仅仅表现

在生活方式上，更是运用到华侨城的
建筑里，将建筑美学融汇于生活艺术，
以文化艺术为建筑添彩。

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幸福之
家？华侨城一直在思考并不断付诸实践。

以品质的匠心、以文化的优雅，将
“优质生活的创想家”的理念，融入到
华侨城的全物业形态中，不断研磨，追
求精品和细节，把改善性住宅的沿海
经验与重庆巴渝山水的地形地貌结
合，因地制宜，打造出最适合重庆湾区
生活的人居蓝本。

如今，通过悦来生态城的加入，整
个华侨城的大社区形成了滨水低密住
区，半山公园住区，山顶尚品住区，悦
来生态宜居区四个板块，丰富的产品
线，提供更多的居住选择。

华侨城依托4平方公里风水宝地
以天澜美墅环江纯墅区、云溪别院临
崖洋房、轻轨学府天际湾高层、嘉陵江
天大平层、华悦中心欢悦里艺术商业
街区等品质之作献给城市菁英。同时
项目内设置全界艺术中心、MINI剧院
等场地，全年不间断地为“侨民”带来
缤纷多彩的文艺体验，不仅包括满足
居者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也包
括文化、旅游、生态、教育等改善性需
求，为城市打造优质生活样本，与城市
菁英人群共绘美好生活。

华侨城为重庆带来的不仅是更优
质的城区建设，提供更加美好的文旅
作品，更高品质的住宅产品，更是绘就
更为美好的生活模式。

随着华侨城“侨民”的陆续入住，华
侨城的教育、商业、旅游、医疗等资源已
经逐步成熟兑现。如果深入华侨城，你
会发现礼嘉区域的变化以及感叹华侨
城对这个版块的改造力。这就意味着，
华侨城占地约4平方公里的“大城之
美”已经逐步开启，并日渐成熟。

对于华侨城来说，百亿不仅仅是
过往的成绩，更是新的起点。未来，如
何与城市共同生长，如何为人居再树
新标，如何让文化更彰风华，如何让未
来更值期许，华侨城始终用行动为创
想做注脚。

百亿过后，华侨城依然坚持深耕
重庆，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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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联合重庆两江巴蜀中学初级中学共植学子林

华侨城滨江休闲带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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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单盘破百亿元 看华侨城背后的“创享生活家”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