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售楼部内人头攒动，建筑工地一派忙

碌，项目展示区小广场上每天前来赏

景的市民络绎不绝，到处呈现一片欣

欣向荣的景象。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开盘两年来， 各项建设稳步推进，销

售业绩逆市飘红。 今年以来，随着贵

安贵阳两地融合发展进程加快，随着

贵州师范大学旗下 1所中学、2所小

学正式入驻，项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购房者选择在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置业投资，贵阳

恒大文旅城进一步彰显出成熟大城

的风范，成为贵阳楼市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两贵融合发展

区位优势彰显

区位历来是评判一个楼盘项目

的首要因素。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位于贵阳市与贵安新区交界处，其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从一开始就被

各界所认可， 今年随着贵安贵阳融

合发展进程提速， 其潜在的区位价

值优势逐步释放。

贵阳和贵安新区，一个是全省发

展“火车头” 和“发动机” 的省会城

市，一个是拥有国家级、省级政策支

持优势的国家级新区，因其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被认为

是“贵州最适合发展产业的地方” 。

今年 3月出台的《中共贵州省委贵州

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贵安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从管理权限、财税支

持、用人机制创新等八个方面，给予

新区大力支持，为推动贵阳市和贵安

新区区域融合发展带来了重大政策

利好，有力助推黔中城市群核心区快

速形成！

今年，两地在行政管理、交通、产

业、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融合均呈现快

速推进的态势。 贵安新区以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为引领，加快打通贵阳贵安

融合发展的“任督二脉” ，以大学城

为重点推进片区综合开发，积极开展

贵阳贵安城市联接带规划，加快推动

贵阳城市资源向贵安新区集聚。 种种

迹象显示，贵安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 驶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

道。

业内人士分析， 贵阳恒大文化

旅游城处于贵阳贵安的交界地带，

所处的大学城地带是贵安新区重点

发展区域， 项目可谓近水楼台先得

月， 不仅深刻感受到了贵阳贵安融

合协调发展带来的变化， 而且充分

享受到两地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

贵阳恒大文旅城的业主在教育、医

疗、交通、就业等方面均可在两地进

行选择切换， 将成为两地融合发展

的最先受益者。

全能生活配套

满足生活向往

恒大集团一向以大手笔著称，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不同于一般的

地产开发项目， 其规划了航母级的

全能生活配套， 未来居住在这里开

启的生活将不同凡响。

这些配套包括 23000㎡万国美

食街和缤纷商业广场、 约 200000㎡

欧式城堡星级酒店、约 15000㎡国际

会议中心、约 7000㎡国际会展中心、

约 70000㎡购物中心和约 35000㎡文

化娱乐城等。 在不少人看来，贵阳恒

大文化旅游城正好满足了对美好生

活的想象，“以后一家人住在这里，

平时无论是逛街购物，还是休闲玩乐

都在家门口，未来的居住生活就应该

这样” ， 一位在此购房的周先生表

示。

目前， 我国旅游业正向品质旅

游、美好旅游、大众旅游、全域旅游

加快转变。 近年来恒大一直在深耕

文化旅游市场， 重磅推出贵阳恒大

文化旅游城是其战略布局文化旅游

的又一关键棋子。 恒大集团为此投

入了大量人财物，倾注了大量心血，

因此， 给世人呈现的作品有很强的

竞争力。

业内人士表示， 依托恒大集团

的强大实力和品牌影响力， 以世界

级文化旅游胜地的定位及航母级配

套、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等独特优

势，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将填补行

业空白， 成为引领文化旅游新时代

的标杆之作。

引优质教育资源

揭开发展新篇章

是否有一流的学校，一直是购房

者在选房看房时考虑的重点。 作为贵

安龙头重点项目的贵阳恒大文化旅

游城，对优质教育的引入也是高度重

视。 4月 29日，贵州师范大学与贵安

新区恒大华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

作办学签约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花

溪校区隆重举行。 仪式上签订了《贵

州师范大学贵安新区恒大华鼎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办学协议书》，这

标志着贵州师范大学旗下 1所中学、

2所小学正式入驻贵阳恒大文化旅游

城。

此次， 恒大能够将贵师大旗下

师资力量强大的 3 所学校引入实属

不易。 一方面是依托恒大集团的强

大实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是贵师

大对恒大集团和贵阳恒大文旅城的

认可和支持， 这才促成了双方的合

作。

正如贵州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云

坤所说，“贵州师范大学将发挥优质

教育资源， 通过双方强强联合，以

‘地产 + 高校’ 的形式，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实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为贵安新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做好服

务工作的同时， 解决大学城校职工

子女入学的后顾之忧。 贵州师范大

学定会举全校之力， 全方位支持学

校建设发展，共同把附中、附小办好

办出彩， 并以此为契机更深层次实

现合作共赢，打造校企合作典范。 ”

从这 3 所学校的配置我们更可

以看出其分量， 本次合办的中学暂

定名为贵州师范大学附属恒大实验

初级中学， 拟规划建设 27 个班，每

班 50 人， 共 1350 人；2 所小学暂定

名为贵州师范大学附属恒大第一实

验小学、 贵州师范大学附属恒大第

二实验小学。 每所小学拟规划 12个

班，每班 45 人，共 540 人。 根据协

议， 贵州师范大学将输出自身优质

教育品牌， 借助自身较强的基础教

育管理水平、 科研水平和教师培养

培训能力等优质教育资源， 帮助合

作学校尽快提高办学水平和社会声

誉。

此外，项目还规划有 20 所品牌

幼儿园、5 所中学、8 所小学、1 所九

年义务教育一贯制学校， 毗邻花溪

大学城，12 所高校齐聚，人文教育资

源荟萃， 让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业

主的孩子，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

的全龄教育配套。

打造高性价比

销售稳步增长

产品的品质是房企赢得市场

竞争的关键。 恒大从成立至今，一

直对产品品质有着严苛的要求，并

且建立形成了完善的产品品质管

理保证体系。 经过多年市场的竞

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购

买恒大的房子。

目前，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推

出了建筑面积 83-135㎡乐园装修高

层， 建筑面积 114-143㎡新品洋房，

精装带地暖， 产品品质上秉承恒大

一贯的风格， 确保交给购房者的是

货真价实的好房子。 同时，项目还有

一系列优惠活动， 使得产品的性价

比优势更为突出。 这也成为在楼市

整体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 贵阳恒

大文旅城销售业绩依然稳步增长的

关键。 总之，无论是从产品性价比来

评判， 还是从市场大环境和区域发

展前景来分析， 此时消费者购买贵

阳恒大文旅城的房子可谓正当其

时。

“聚集众多优质资源，成就大

城生活” 。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启幕城市人居新时代，正在改变一

座城市的格局，造就城市的价值高

地，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大城迅

速崛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外部利好因素不断，内部产品精益求精———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

尽显成熟大城风范

A

B

C

D

销售中心

童梦号观光车

网红打卡地

景观塔下

远眺景观塔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祝贺《贵阳晚报》创刊 周年

40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版式 王 欣 校对／ 孟 瑜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