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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贵阳步入发展的新十

年，实现更高质量的住有所居，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时代赋

予的使命和责任。

龙湖地产入黔两年以来，与这座

城市共同成长，历经重要转型时刻，

为城市造就新的人居标杆。 以 27 载

的积淀和诚意，从宜居高层住宅、高

端品质别墅，再到引入智慧服务，升

级洋房生活， 引领行业标准落地生

根。

今天，让生活重回宜居怀抱，成

为贵阳人不断增长的共同需求。 伴

生而来的，也是实现幸福人居的城市

愿景。

同步时代大势

树立品质标杆

世界 500强、 全国房地产 10 强

代表企业，龙湖地产品牌声名远播，

所到的城市，不仅以品质住宅和优质

物业服务著称，而且前进的每一步，

更与新时代同步。

2018 年 6 月， 龙湖地产敲开贵

州大门，选址甲秀南路金竹生态宜居

板块，这里也与花溪区、清镇市同处

于贵阳贵安连接地带。 目前，全力推

进贵阳贵安融合发展，打造全省新的

经济增长极，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快

步进入新的阶段。

占有区位优势是远见，产品才是

硬核的实力。 新时代的贵阳需要怎

样的房子？ 未来又将拥有怎样的生

活？

贵阳从来不缺“大盘” ，唯缺真

正的“宜居大盘” 。 针对这些居住痛

点，龙湖地产对于城市居住观念的思

考，要走出过去的思维定式，构建前

所未有的人居体验。

贵阳首子龙湖·景粼天著承载

革新而来。 以建面 220 余万方，容

积率 2.2 的低密品质大盘，规划集

住宅、商务、商业为一体的城市综

合体。 城区稀有低容积率板块，大

屯山公园以及景观绿廊规划，生活

在景观式的花园中，当时的愿景正

在实现。

改变与创新的步履不停。 此后

的 1年间，龙湖不断推演贵阳别墅市

场，数十次深度调研顶级人居需求，

以实景园区推出全新升级的龙湖·湖

山原著。 东方为魂，西方为技，中西

合璧，将东方美学和西方技艺结合，

贵阳院落墅终得龙湖造。

作为业内著名的别墅专家，早在

2008年，龙湖就发布中国首例《别墅

标准》，4 大标准、72 道工序，严谨细

腻高标准在行业率先垂范。 标准与

产品结合诞生的是极致作品。 龙湖

精工匠造北京颐和原著，与颐和园仅

有一墙之隔，开启了中国别墅的亿元

时代。

两年来标志性的产品呈现，源于

龙湖 27年匠心以恒，品牌声誉积淀。

龙湖也以高标准本地化探索，以及创

新性实践， 作答一座新兴的活力之

城，不断向上的人居标准。

秉承“空间即服务” 的战略，龙

湖更加关注人与空间的连接，以新房

开发为核心，拓展商业运营、物业服

务等领域，多维布局且业务不断协同

发展。

凭借独特的产品开发和服务运

营能力，未来龙湖将为贵阳揭开更多

新的序章。

首盘精工品质

匠心铸就口碑

1 年多的精心建设， 贵阳龙湖·

景粼天著首批交付洋房组团，已经呈

现出实景。

站在中式风格入户大门前，眼前

精致门楣内敛大气。清晨出门后的等

待，夜晚回家前的迎接，都是从头开

始的仪式感。

走入小区内部， 园景过目难忘。

大乔木勾勒天际， 小乔木渐次而生。

再往视线外是勃勃生机的灌木，身旁

盛放各色花卉， 草坪绿意充满视野，

更有恰到好处的水景装扮。

“好的景观不仅是美感，更要拉

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 龙湖贵阳景

观工程师，还在花园内精心设置景观

会客厅、儿童游乐场所。 闲暇时在舒

适沙发上小憩、读书、赏花，邻里间亲

切交流，人情味油然而生。

自然新鲜的生态气息，源自五重

园林造景以及园艺造诣，而龙湖常规

标准已是教科书级别的 “造林” 示

范。 承接未来升级的五维园林，精筑

与人文等维度还将继续创新。

围合花园的四周，洋房立面大量

铝材勾勒质感线条，6 米高独立入户

大堂，简约不简单的高端大气，每一

处都在表达精致与现代感。

品质掌控在于细节至臻完美。像

是客厅门窗宽度做到 5.1米，创新采

用重型滑轮实现四扇门开启。而车库

地坪以激光扫平仪摊铺，6 次精细打

磨细腻抛光展现出美感光泽。

“放心的好房子” 其实很简单，

“第一是质量，第二是观感” 。而在此

背后，每一套房屋都经过龙湖项目工

程师至少 10次检查。

龙湖智慧服务，也同步来到了贵

阳。 与其他物业交付后进入不同，龙

湖的“物业前介” 在拿地之后就已经

进场，并将业主需求融入到开发全过

程。 交付前分户检验团队，更会对房

屋细节、尺寸、观感等逐一检查，只为

将满意的家交到每位业主手中。

早在 2012 年，《龙湖物业服务

标准白皮书》就已发布，目前形成近

3000条物业标准。 贴心客服、环境主

管、秩序主管、敬业安保、细致保洁，

全方位涵盖业主生活每个方面。

贵阳龙湖业主，也都有了家人般

的新称谓：“龙民” 。未来的亮点服务

中，业主们共同的节日“龙民节” ，也

会让贵阳社区生活充满惊喜。

“我们十分期待第一批业主的

装修与入住。 ” 龙湖贵阳物业相关负

责人说， 因为很多人说龙湖有多好，

但只有体验过服务，才会对物业品质

有真正的感知。

2020 年开始， 龙湖式幸福见证

的，也是对贵阳人居一生的善待。

洋房标准落地

唤醒生活方式

当城市发展快于生活方式营造，

人居理念的升级就显得尤为迫切。

近年来，贵阳改善型住房需求增

强， 人们期待品质住宅更多的出现。

洋房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居住其中拥

有更多阳光和空气，动静分区功能提

升，具有更好的私密性。 私享的生活

方式，更适合营造圈层文化。

洋房关注的提升，也在于更好满

足健康生活需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下，居家隔离让人们回归到住区与居

室，面对家与家人，重新思考健康与

生活的关系。

人居产品新的思潮， 理想的解

答，是回归人的本真。 “要从生活中

去真正了解业主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去打造它、实现它。 ” 龙湖贵阳

设计负责人认为。

2014 年， 龙湖结合洋房建造经

验，通过对居住者的调研，发布全国

首个《洋房生活指南》， 从建筑、交

通、配套、园林等多个维度，为中国洋

房匠造标准。

2005 年弗莱明戈，2007 年的江

与城，27 年来龙湖以别墅标准在全

国打造超过 70000套洋房作品，历经

四代更迭遍布全国 60座城市。

这样的足迹也来到了贵阳。龙湖

为了充分洞悉贵阳人的居住需求，追

踪 200组客户， 采集 1793 户家庭生

活样本， 记录 182页业主生活日志，

梳理出 300多处生活细节。

入黔 2 周年之际， 龙湖发布

2020贵阳洋房标准， 以 8 大体系、20

项标准、100 条细节， 创新洋房价值

表达。 由此而来的，是标准落地后 2

大洋房产品：

龙湖·湖山原著天越， 全新洋房

组团，跃式空间围合式排布庭院式格

局，获得自在视野与私享静谧的最大

化，墅级舒适全能住区配套。

龙湖·揽境， 则是龙湖 4.0 洋房

产品，位于云潭南路延伸段，观山湖

奥体都会圈板块。区域内唯一纯洋房

社区，全新先锋式立面，营造独特轻

奢体验，畅享城市发展红利。

高品质的住宅， 不仅是指房屋质

量，而是将内外部环境、配套设施、营造

出的生活氛围、配备的物业管理水平等

孤立价值，融合为品牌体系的表达。

为贵阳树立人居榜样，更好地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也成为

具有社会责任感， 敢于创新的企业，

勇于担当的新时代新作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入黔两年厚积薄发，引领品质匠造标准———

贵阳人居 见证龙湖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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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山原著别墅大气露台

湖山原著示范区移步异景

湖山原著园林文化融入

景粼天著入户精致设计

龙湖智慧服务社区安保

景粼天著花园绿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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