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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0 年。

十五年，5000 多个日夜， 从相

识，到相知，至相伴，保利参与贵州

的发展跨越， 融入贵阳城市的逐梦

之悦，为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

以知行合一的态度， 在贵州这

方水土，领跑文化地产、创造和谐生

活，是保利，对文化、对人居做出的

承诺。

古老的“和合” 观，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也是一种具

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 对中国文

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今日之保利贵州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 （下简称保利贵州）， 风华正

茂、挥斥方遒，站在时代的新起点，

和你一起， 携手共启贵州繁华新格

局。

保利贵州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祝贺《贵阳晚报》创刊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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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央企品牌的责任， 保利

保国利民体现担当。

具有红色基因的保利，牢

记初心使命，履行央企责任，在

举国上下一盘棋的脱贫攻坚决

胜之年中，作出积极贡献。

2015 年，保利受领贵州省

委布置的扶贫攻坚任务， 公司

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推动和

落实册亨县定点帮扶工作。 保

利集团党委多次作出批示，并

实地调研指导帮扶工作， 积极

帮助解决册亨县实际困难。

2015-2020 年， 册亨县因

村因户因项目精准施策，累计

出列贫困村 74 个， 减少贫困

人口 79，455 人， 贫困发生率

下降至 1.5

%

，

比原计划提前

一年实现脱贫任务，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迈出了更加坚实

的一步。 这份成绩，和保利密

不可分。

五年来， 保利累计捐资

3000 万元援建“布依之锦” 手

绣园项目， 让册亨锦绣产业发

展环境实现质的提升。 保利先

后分两批次选派多名同志到册

亨驻县驻村开展帮扶， 发挥资

源优势，促进政企交流协作，为

册亨县脱贫攻坚、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注入了强劲

动力。

保利多措并举， 不断通过

政企党建联建、旅游扶贫、消费

扶贫、捐赠资助、人才培养、技

术帮扶等手段， 帮助册亨县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成功退出贫

困县序列的好成绩。

同步小康， 保利贵州———

和你一起！

以央企品牌的力量，保利

打造贵州人居著作。

2006 年，保利温泉新城甫

一问世，保利就在这里举行了

圆明园 12 生肖兽首铜像展

览。 多年过去，当年的小伙鬓

角泛起银丝，不过，首次在家

门口接触国宝的经历，是一生

值得笑谈的印记。

作为一家在此深耕十五

年的央企， 保利更懂贵州，更

懂贵阳。

当年 10月， 保利温泉建成

投产，一座五星级酒店也随之而

起，这也是乌当区迄今为止唯一

家五星级酒店； 投资 20亿元打

造乌当温泉旅游文化综合体，构

建国际花园社区。

2014年 9 月，保利国际广

场竣工， 迅速组建逸天城购

物中心， 卖场内部由国际级

设计团队———

RMJM

亲自操

刀设计， 以简洁流畅的线条

将六万平米的逸天城划分为

六个楼层， 构建出南贵阳的

商业新中心。

2015 年 9 月 3 日，在保利

凤凰湾，气势恢宏的保利兵器

展启幕， 与天安门阅兵式同

步， 让贵阳人民在展我国威、

助我国力中， 感受祖国雄风，

踏上一段充满激情的爱国主

义之旅。

……

十五年，一路走来的保利

贵州， 在行业上不求快进快

出，以匠人之心，致力于“山、

河、林、湖、城” 的战略布局，

在贵阳实现产品序列化发

展，营造“保利式美好生活”

的格局。

“保利式美好生活” 的核

心在于，保利与业主，不只是

“买卖关系” ，更是朋友、亲人

的“亲密关系” ，它来源于通

过社群建设，与业主“相融于

心” ，让客户认可“保利式美

好生活” ， 并会主动向四周推

荐， 以中国传统的口耳相传，

讲述保利品牌。

十五年，保利贵州筑精品

人居， 以商业推动城市进阶，

成熟运营， 打造 10 大人居著

作，入住业主超 20万人。

情感交融，保利贵州———

和你一起！

深耕贵州 精筑人居

以央企品牌的精神，保利

“战疫” 作出积极贡献。

2020 年伊始，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中华大

地。 保利贵州也有所担心，旗

下在贵阳的多个楼盘，能平安

度过这段揪心的日子吗？ 尤其

是周边的楼盘，先后出现疑似

感染者时，每天，大家的心都

悬在嗓子眼上。

就在贵州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

保利贵州在贵阳的多个楼盘，

无一例感染患者和疑似病例。

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有两

个主战场： 医务人员奋不顾

身， 鏖战在医院防控第一线；

社区人员昼夜坚守，为社区居

民筑起健康屏障———保利贵

州属于后者。

复产复工， 是 “两线作

战” 的重要战场，保利贵州主

动上前，勇于担当，积极应对

疫情、复工复产，推出 5-7 月

“商家优惠券” ，通过保利的努

力， 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共

赢。 积极组织“保利街铺节、百

日大招商” 系列活动，此间的

商业销售全线执行 “85 折” ，

商业招租执行“两期两惠” ，让

商家尽快度过难关，走上经营

正轨，往日“保利版的清明上

河图”重现在即。

共克时艰，保利贵州———

和你一起！

“战疫”期间 坚守一线 脱贫攻坚 体现担当

地处原贵阳电厂旧址，集住宅、公寓、滨河商业街、

水岸步行街、水岸广场、文娱广场、大型超市、学校一体

的复合型住区，整合居住、商业、旅游、办公等多元消

费，力求打造贵阳主城区首席滨河文化生活圈。

地址：贵阳市花溪大道与人民大道交汇处（地铁 3

号线皂角井站）

电话：0851-8690� 1111

保利凤凰湾

主城滨河文化住区

保利公园式生态体育社区，纯欧式风情建筑群落，

包含低密住宅、洋房、高层、别墅、大平层等多种物业形

态。 配备有健身房、游泳馆、篮球场等各种齐全体育运

动场地，紧靠高铁东站，交通便利，属于真正城市中心

低密住宅群。

地址：贵阳市乌当区高铁东站旁

电话：0851-8779� 9999

保利春天大道

南明河畔·森林艺术小镇

一线南明河畔，万亩山林环绕，南明河畔森林艺术

小镇，保利贵州开发的第四号作品。融山、河、林、园，四

重景观于一体，奢享稀贵的自然资源，尽享一站式醇熟

配套，为别墅、洋房、高层、商业等大型综合体的主城稀

缺生态宜居楼盘。

地址：贵阳市乌当区水东路

电话：0851-8630� 1111

保利公园

城市公园人居生态示范区

保利未来城市

中国西南·百万方城市生活示范区

“遵义城市人居新名片” ，以品质主城、创造和谐

生活为目标，结合遵义丰富人文底蕴，使项目所在区

域发展成为遵义南北和东西发展轴中的重要交点，让

项目本身成为遵义未来的城市客厅与地标，为遵义迎

接四方宾客，树立起现代化都市的品牌形象。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遵南大道中段

电话：0851-2791� 7555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