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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东原力行“深耕精选+差异化”战略
贵阳、昆明双城“阅见·东原式生活”

3月14日，“阅见·东原式生活”贵阳东原品牌暨阅系列产品发布会于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结束的第三天，东原集团西南区域（以下简称西南东原）再次出发，于3月17日承载着对昆明温度生活的美
好向往，一场主题为“阅见·东原式生活——昆明东原社区场景体验大会”于昆明富力万达文华酒店举行。在万物向上生长的3月，西南东原战略格局升级，贵阳、昆明双城联动“阅”见场景时代，启幕“东原式生活”。

东原集团成立15载，以品牌开发实力踏出了以重庆为起点，迈向成都、武汉、苏州、上海、杭州、深圳、广州、西安、南京、郑州、贵阳、昆明等城市的坚实步伐。15年来，东原集团不断追求着用产品和创新赋能人居品质生活新标准，
在以住宅为主业作为依托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社区价值创新路径，不仅提供新时期的社群服务，更抓住城市升级下的产城联动、特色的商业运营，为业主提供更有温度的生活。

消息》》“阅”见双城，贵阳、昆明开启场景生活时代

3月14日，贵阳东原·朗阅——品牌
&产品发布会；3月17日，昆明东原·璞阅
——社区场景体验大会，分别于贵阳、昆
明如约而至。东原集团领导、媒体朋友
和准业主齐聚现场，以“阅见·东原式生

活”为主题，共同见证了贵阳、昆明场景
式社区生活的开启。

活力、前景、友善已成为贵阳的代名
词，东原将贵阳东原·朗阅作为开篇之
作，不止想为贵阳带来高品质的硬件产

品，更致力于为贵阳创建一处东原式生
活新的欢乐场，为业主打造场景式社区，
带来期望中的理想生活。

昆明是中国宜居城市之一，面对
昆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及人文
积淀，东原以东原·璞阅作为东原
集团见面礼，呈现的不仅是一个
住宅的集群，更是一种建立起
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温度社区。

有媒体人士表示，城市不只
是建筑物的林立，而是各类丰盛
配套高效汇集的集合；社区不只
是房子的集合，更是一种美好生活
方式的融合，是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
人，令城市有了魅力，令社区有了温
度。东原进军昆明、贵阳，是一场关于重
建城市社区关系、提升人居标准的颠覆式
创想与实践，全方位展现了东原对打造昆
明、贵阳温度生活场景的“野心勃勃”与

“势在必行”！

纵深》》

植入创新精神持续深耕西南

2004年东原集团在重庆成立，过去
15年在房地产领域匠心砥砺，以

其特有的产品设计力和社区
运营理念独树一帜，现已位
列中国房地产行业50强、
社区运营品牌TOP2，成
为全国知名房地产企
业，并完成了从西南发
力、拓展全国的宏伟布
局。

业内人士分析称，
近年来东原综合实力稳
步提升的背后，是其坚持

深耕精选扩大布局的同时，
以一系列创新运营矩阵吃透

“差异化”的成果体现。
如何做好“差异化”？在东原看来，

房地产行业下半场，行业集中度不断加
剧，企业生存空间收窄。对于房地
产企业而言，想要把握市场定律，
紧扣发展逻辑，就必须做到产
品迭代更新或与时俱进的创
新。这里所谓的“产品”，不是
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项目硬
件。

在社区运营板块，东原
一直坚持初心，怀揣梦想。从
重庆孕育并走向全国的“童梦

童享”、“原聚场”等原创社区IP，
深受业主和业界一致好评。
同时，“阅系”和“印系”两大产品，

以及重庆东原印长江的“东御”管家、新亮相
的东原“原管家”服务体系的升级，都是在东原
冷静思考后，寻求差异化产品的实践。

有了这些创新精神的深入基因，才会收获
后面从量变到质变的成果。

匠心砥砺15年“阅见·东原式生活”

在不断更新的时代中，如何持续为客户营
造更好的生活状态，是东原不断探寻的课题。
秉承着“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东原坚持产品
力为核心竞争力，以生活定见实验室、百变社
区场景库、社群基地原·聚场三大核心为“阅系
列”的亮点，给予家人“成长性”的充分欣赏和
尊重——阅见更好的自己。

社群基地原·聚场，脱胎于东原社区运营
3.0体系“俱乐社区”，以亲子活动、生活美学、
戏剧艺术三大核心活动，聚合有趣、有爱、有料
的人，创造出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温暖小
社会。2018年，原聚场开始全国推广，6个城
市实现了8个原聚场的布局。原聚场用兴趣
和爱好串联起每一位原住民，真正实现人与
人、人与社区、人与城市的连接，营造更为健
康、美好的生活方式。

东原集团社区运营的另一大IP，童梦童
享，则是东原为各年龄段小业主打造的社区儿
童成长体系，以满足小业主不同的社会空间需
求，不管是牙牙学语的小宝贝，还是调皮捣蛋
的“熊孩子”，都能在童梦童享中找到自己的欢
乐家园。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创新时间，童梦童
享已升级迭代到3.0版本。

目前，原聚场和童梦童享3.0版本都已在
贵阳东原·朗阅和昆明东原·璞阅项目实现落
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西南东原在扩大版
图的同时，持续深耕精选战略，坚持产品力为
核心竞争力，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在更多的城
市打下“东原式生活”的独特烙印，让人们阅见
更有温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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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光年
龙湖光年是全国首个高铁

商圈TOD，位于成渝高铁起始
站，沙坪坝高铁站上盖，集1条高
铁线、3条轨道线为一体，建筑规
模约48万平方米。龙湖光年依
托重庆三大传统商圈之一沙坪
坝商圈，地均零售额居重庆第一位。四轨合一的城市群交通枢
纽，建成后客流量预计将超90万人/天。超20万平方米自持天
街综合体，将成重庆对外门户及城际消费目的地。目前，龙湖光
年全新SOHO楼王，建面30-70平方米天街SOHO即将开盘。

印江州
印江州是由旭辉、东原、

融创携高端产品线联合打造
的城市核心高端大盘，作为
九龙坡区政府“东城再造提
质”的重点建设项目，印江州
与九龙坡区教委签约九龙坡
实验一小，之后再引人九龙
坡知名中学。目前在售一期、二期套内约79-156平方米城
央半山大平层，以人脸识别、中央空调、地暖、新风等精工配
置，创领西区美好人居。

融创文旅城
重庆融创文旅城总占

地约6700亩，建筑体量约
550万平方米，总投资金额
高达550亿元，是目前重庆
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包含大
型购物体验中心——融创茂、融创乐园（水世界、海世界、雪世
界）、顶级舞台秀、岛屿酒店群等核心板块。文旅属性作为项
目的核心竞争力，其涵盖文旅业态将项目本身打造成为西南
区域标杆性旅游目的地。产品包括滨河别墅群、品质洋房、高
层及公寓等。

房产 11CHONGQING DAILY

2019年3月20日 星期三
策划 周正华 罗芸 责编 胡东强 彭光灿

春季置业推荐

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企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
所和中指研究院3家研究机构共同组
成的“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在
北京举行“2019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研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房地
产百强企业家峰会”。

在今年的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
成果发布会上，跟重庆密切相关的

“渝派房企”有亮眼的表现，其中龙
湖、金科、东原、华宇、财信国兴地产、

融汇榜上有名。至此，渝派房企有6
家进入100强。

榜单显示，渝派房企的排名分别
是：龙湖位列第10位，金科位列第17
位，东原位列第45位，华宇位列第49
位，财信国兴地产位列第98位，融汇
位列第100位。

同时，发布会上还揭晓了北京、
天津、重庆、河北、海南等区域市场数

据。其中，重庆市场榜单前十房企分
别为融创、金科、龙湖、恒大、万科、旭
辉、东原、保利、华宇、鲁能。

与以往相比，2018年中国房地
产非理性需求继续得到抑制，房地产
逐步回归居住属性，市场保持平稳发
展态势，全国商品房成交规模保持历
史高位，百强企业2018年销售总额
增长33.2%，市场份额提升至58.1%，

实现了销售业绩的跨越式增长。与
此同时，以均衡、稳健、高效、高质为
特征的行业新风正在形成。 方媛

◆链接》》

融创重庆：3年连获“重庆市房地产公
司TOP10”榜首荣誉

在“2019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
究成果发布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房地产

百强企业家峰会”上，融创中国西南区
域重庆公司连续第三年荣获“重庆市
房地产公司TOP10”榜首荣誉。

近年来，融创中国西南区域重庆
公司不断全域布局、创新产品和品质
提升，继2016年成交116亿元排名第
一后，2017年成为重庆首个销售额突
破200亿元的房企，融创重庆公司2018
年销售额达293.8亿元，摘得2018重庆
市场销冠，其创下了连续3年排名重庆
房地产销售排行榜第一的优异成绩。

2019中国房地产百强昨日揭晓 重庆6家企业上榜

今年“两会”，房地产行业依然备
受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多处涉及房地产行业。主管部门领
导及代表委员也多次提及房地产相
关问题，为房地产企业的持续发展、
多元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政府
工作报告指出的“更好解决群众住房
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
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无疑为房地
产发展定下了“稳”的基调。

调控：保持稳定性
“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

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政府工作
报告没有明确提到房地产行业调控，
而是对经济调控做了如是阐述。

3月12日，住建部部长王蒙徽在
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今年

要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保持政策连
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大起大落。

近期，房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
运行态势，住房成交面积增速放缓、
住房的成交价格总体平稳、住房预期
也就是市场预期逐渐趋于理性，因此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字
将是未来市场最大趋势。

房产税：稳步推进中
关于房地产税的一系列问题，一

直备受社会关注。今年“两会”，房地
产税被再度提及。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提出“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3月
8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
议上也再次提到：今年要集中力量落
实好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事项，包

括房地产税法等立法调研、起草，都
要加紧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从2018年的“稳妥推进房地产
税立法”到今年的“稳步推进”表明，
房地产税已逐渐进入制定程序中，落
地进程在加快。

城镇化：中心城市为引领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落实和完善促
进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
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创新举措，并重点
提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建设
雄安新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
划、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要等具体措施。

以中心城市为引领，意味着资源
配套、人口、教育、产业将更多地向中

心城市集聚。从房地产开发角度来
看，中心城市将成为更多房地产开发
企业关注的焦点。

棚改：城市更新大有可为
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群众住

房问题，即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完善
住房体系、推进棚改工程。

根据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发布
的数据，2018年实际完成棚户区住
房改造620多万套。2019年，政府
工作报告对保障房、棚改工作的要求
是：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镇
棚户区改造，保障困难群体基本居住
需求。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是城市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经之路，未来
大有可为。这或将成为有意参与城市
运营的开发商值得关注的领域。

养老：社区养老催生商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

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
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
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
资金支持、水电气价格优惠等扶
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

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众多房企比
如龙湖、万科等进入养老产业，此次

“两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养老服务
业，无疑将为房企进入这一领域增加
更大推动力。

生态建设：推广绿色建筑
生态文明建设是此次“两会”

上一大关键词和热点。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污染防治和
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推广绿
色建筑。”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
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普遍共识。对
于粗放型的传统房地产来说，今年

“两会”对全行业提出了更明确的要
求，也确定了行业未来发展的一大
方向。 徐梅

2018 年 可 谓 是 一
汽-大众的SUV元年，相
继推出了首款紧凑型
SUV车型探歌以及中型
SUV探岳，进一步完善了
自己的产品布局。而探
歌、探岳也不负重望，在
首年的销量榜单上交了
一份合格的答卷，两者联
手贡献了近 7 万台的销
量。凭借时尚的外观、良
好的操控性、合理的售价
以及大众品牌的号召力，
一汽-大众的SUV“双子
星”已然成为时下年轻人
群及高端客户购车的首
选。

探歌的推出，契合了
当前国内紧凑级SUV市
场年轻化的发展趋势及
用户对高品质产品的迫
切需求。探歌以“型格美
学”的设计理念和时尚的
撞色搭配，引领大众SUV
设计潮流；越级的配置水
准和出众的空间表现能
力提升了探歌的实用性；
再加上得心应手的操控
性能和领先同级的越野
能力，探歌将充分满足年
轻人“探索未知，发现美好”的梦
想。

探岳是大众在高端中型SUV
市场布局的全新一代产品，不仅拥
有以“锋·尚主义”为主导的全新设
计理念、遵循“黄金结构准则”下的
灵变宽适空间，更有达到“L2级智
能驾驶辅助”的前瞻科技以及极致
性能的操控体验，堪称大众汽车技
术的集大成者。

伴随着多款重磅新车的相继
推出，2019年一汽-大众将进一步
完善轿车及 SUV 市场产品线布
局，以更加丰富、多样化的汽车产
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的
用车需求。 许淇

“稳健”是趋势
——解读2019年全国“两会”影响楼市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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