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年时间，融创对贵州、贵阳

的情感，从了解到热爱，从收获到

回赠。 融创的相关负责人曾说，融

创有两个重要的理念，把企业的产

品、服务持续做好；企业受益于社

会，就应回报社会，承担更多社会

责任。

从 2018年起， 融创向贵州兑

现了承诺。

2018 年 8 月， 融创与贵州雷

山县龙塘村结对，对龙塘村进行精

准脱贫帮扶。 两年来，融创结合自

身建设、设计、文旅产业优势，从文

旅切入、文旅产业落地、教育扶贫

等 4 个方面对龙塘村脱贫及美丽

乡村建设进行帮扶。

第二年，融创中国“英苗培训

计划” 走进龙塘村，在龙塘村进行

了几天的支教活动后，志愿者带着

龙塘村的小学生飞往无锡和广州，

进行了一场独特的游学之旅。“扶

贫必扶智，融创希望为贫困地区的

儿童提供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

还能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在精神

上与他们长久陪伴。 ” 融创相关负

责人这样说。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爆

发，贵州多地的农产品滞销。 融创

贵州践行城市共建者担当与责任，

第一时间与电商平台合作，将册亨

县小米蕉搬上网络。 同时，融创积

极发挥房企优势，组织融创业主参

与公益购买活动， 近 5000 名业主

累计消费超过 1万单，给册亨农户

带去了超过 10万元的收入。 贵州

其他地区的土鸡蛋、红米、红薯、手

搓辣椒， 也在融创及业主的帮助

下，完成了 5万元的农产品交易。

为了感激这次疫情中业主对

融创贵州扶贫工作的支持与信

任，前不久，融创贵州又购买了 2

吨安龙待销的糯米蕉， 挨家挨户

送上门让业主品尝， 业主接过礼

物连声道谢。 这一声声道谢，让融

创人有了归属感， 预示着融创已

经在贵阳扎下根， 将与这座城共

奋斗共繁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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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共建者融创：

———融创贵州 7子布局贵阳，引领品质生活

贵阳，一座年轻的开放城市，

吸引无数筑梦人前来追梦。 对这

座城市，他们遵循着自然规律，由

陌生变得熟悉，从走进变成热爱，

融创亦是如此。

2017 年， 以高端地产闻名的

融创中国首度落子贵阳， 在观山

湖核心商圈地块匠心打造明星楼

盘九樾府，一时俘获贵阳人心，满

足市民对高端品质的孜孜追求。

之后的 3 年， 融创贵州根据

贵阳城市格局又连下 6 子， 或是

改变区域经济、 或是引领城市未

来，每一步都掷地有声：融创与筑

城共建，以一座城代言一座城。

进入新世纪，贵阳迈入了高

速发展的时代，让无数移民涌入

这座西南省会城市 “淘金” ，筑

梦未来。 人口的大幅增加，催生

了大盘时代的到来。

不能否认，贵阳多个“城市

区位，郊区价格” 的世界大盘，一

度解决了贵阳城市人居问题，为

外来务工人员找到了留下的理

由。 但大盘时代过后，她所带来

的“隐患” 也在随着城市的继续

成长而突显。

进入 2010 年，贵阳大数据、

大陆网、高铁等重大项目陆续登

场， 城市格局随之发生变化，它

所带来的是一个城市的经济提

升及人民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要

求， 这其中就包括了人居环境，

让站稳脚跟的市民开始逃离大

盘，向往阳光和空气。

2017年，在贵阳人追求高品

质住宅愿望愈发强烈时，城市革

新者———融创中国以 “至臻、致

远” 的品牌理念高调进驻贵阳，

在观山湖核心商圈地块，用匠心

打造了明星楼盘九樾府。

融创中国首度落户贵阳，用

新中式建筑特点吸引了无数贵

阳市民纷纷前来一睹芳容，如今

的九樾府居民仍然记得当年的

看房情景。

售楼部的 “山水暗纹” 与

“天圆地方” 融汇交错，营造出

“水聚天心，四水归堂” 的大雅

之境；月洞门前的“林间蹊径”

勾勒出一幅现实版的“山间蹊径

图” ……凡是到过示范区的人，

无不对融创园林丰富的山水元

素印象深刻： 它们柔媚多姿，带

着东方多情的韵致。

确实如此，融创一贯秉承对

土地的尊重。 当年，九樾府为体

现王府气质、山水画境的东方园

林之意， 景观工程师遍寻全国，

前后花费半年时间，行程上万公

里，才在泰山脚下选中泰山黑松

21株，并移栽至九樾府。同时，园

林工程师多次斟酌调整种植点、

角度、配景，与太湖石、桂花、荷

花缸宛若一体，重现远山深处方

可一见的山间蹊径图。

伴随产品落地，随之而来的

是融创“归心” 服务以“至善、致

美” 为服务愿景，致力于成为中

国家庭美好生活整合服务商。 这

样的匠心打造，使得九樾府在贵

阳一炮而红，得到购房者和业界

的一致好评。

融创服务用心打造“归心社

区” ， 将健康跑道、 球类活动场

地、儿童活动场地、老年兴趣活

动室、 等配套融入社区生活；用

心做好“归心服务” ，通过搭建

一站式客户服务平台，为业主提

供全流程、全资源的高品质生活

服务。 从社群共建，到“健走未

来” 、“果壳计划” 、“邻里计

划” 、“业主春晚” 等业主活动，

让业主归家，即“归心” 。

在融创的产品中， 从来不缺

代言城市的地标， 融创构建了每

一座“城” 都与城市产生共鸣，体

现着“城”与城的交融、共建。

在全国， 融创的作品繁星璀

璨。 我们看邻居城市，昆明融创文

旅城，约 3500 亩超大体量依偎生

态湿地城市绿肺， 打造以云南少

数民族文化为内核，集合雪世界、

海世界两大世界乐园、 特色旅游

小镇、 主题湿地公园、 星级酒店

群、 品质住区、“教育 + 生态” 、

“医疗 +生态” 等七大创新业态；

融创

A-ONE

项目落户重庆

江北嘴金融核心区， 在一个月前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动工仪式，这

一项目集办公、住宅、酒店、商业、

观光、城市会客厅等功能于一体，

计划引进金融、涉外、智能科技等

中国 500 强及世界 500 强标杆企

业，打造西部地区总部经济基地。

其中，470 米的主塔让重庆人期

待，将刷新“重庆第一高楼” 的纪

录；

2018 年， 融创打造的青岛东

方影都，影都包括影视产业园、电

影博物馆等多个项目， 一经面世

引爆全国。 2019年底，成都“天府

影都” 项目举行签约仪式，项目占

地 1000余亩， 总投资超过 500 亿

元。 未来，天府影都将以“文创 +

科创” 为核心，打造世界级影视高

端产业生态集群。

再看我们身边， 在贵阳东扩

核心区双龙空港区，融创九宸府、

春山宸望双雄打造约 3000亩城市

乐园小镇，小镇规划商业中心、萌

宠乐园、室内射击体验馆等设施，

小镇周边双龙古镇风情商业街，

砂之船奥特莱斯， 多彩贵州城等

环伺。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真正

坐享城市东扩发展带来的红利。

在小河经济开发区，贵阳·融

创城填补了新花溪发展真空，拉开

小河外扩发展。 约 7600亩智慧公

园城贵阳·融创城先于时代，打造

工作与生活一站之隔高品质居住

平衡社区，解决了一直以来小河经

开区产城分割给产区职工带来的

烦恼，一改小河区域经济格局，成

为贵阳又一标杆项目。

说起融创城， 不得不提 2019

年斩获了有 “世界人居环境奥斯

卡” 之称的“全球人居环境规划设

计奖” 。 融创贵州相关负责人在演

讲时，将这份荣誉归功于贵阳这座

城市，是融创站在贵阳的肩膀上才

认清了这座城市发展格局，深入理

解了市民对住宅的需求。

贵阳·融创城规划并不简单，

在设计之初，融创设计人员的脚步

遍及旧金山、新加坡、墨尔本、曼哈

顿等全球宜居城市，寻找贵阳·融

创城未来的模型。 后来，他们的目

光锁定在花园城市新加坡 “淡滨

尼新镇” 和美国硅谷 “帕罗奥

图” ，这两者的结合，和他们心中

的融创城特点接近。

同时，按照设计理念，融创

城将大盘内规划为八个板块：繁

华里、教育心、温馨家、运动荟、

科技港、艺术境 、悠游界 、医养

地。 一个产城结合的项目应运而

生，真正地实现了“一座城代言

一座城” 。

这两年，除了融创城项目，融

创贵州的玖境国际、云麓长林、玖

境臺、云湖十里等项目也相继落户

观山湖区、白云区、贵安新区，或是

助力棚户区改造、或是改变区域经

济结构、亦或是带动文旅发展。 无

论建设目的如何，融创贵州的理念

已经融入到每一个项目中，形成了

“城”与城共建的发展形态。

贵阳夜景

匠心 |在大盘城市建品质典范

共建｜以一座“城”代言一座城

公益｜受益贵州回报贵州

贵阳·融创城实景图

贵州融创·九樾府实景图

融创果壳计划·贵州站

贵州融创·云湖十里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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