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末，贵州提出“十四五” 时期要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高质量发展城镇

体系，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 碧桂园作为

中国城镇化的身体力行者， 欧阳腾平表示：

“碧桂园不仅对贵阳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也感

受到省会贵阳作为贵州经济引擎， 对环贵阳

城市带产生的极大带动作用，‘强省会’ 五年

行动更加坚定了碧桂园聚焦贵阳贵安深耕发

展的长期战略。 ”

十年来， 碧桂园在环贵阳城市带就有超

20个项目，而在省会贵阳，碧桂园不仅陆续推

出碧桂园·贵阳中心、碧桂园·西南上城、碧桂

园·十里晴川等优质项目，还投资落地地产、商

贸、建筑、教育、绿色金融、文旅等产业，抢抓机

遇，开启与“强省会”同频共振的征程。

2019年，碧桂园在贵州试点开启“地产 +

商贸城”的双主业模式，进驻贵阳西南国际商

贸城， 建立贵州商品贸易中心和现代物流港，

通过“以产立城、以城兴产” 的产城融合转型

升级。

随后， 碧桂园贵州区域围绕西南国际商

贸城加强片区规划，先后开发碧桂园·西南上

城和碧桂园·十里晴川两个项目，立足观山湖

区（西南部）新城核心，以产城融合战略为导

向，以商贸城为动力引擎，从观山湖区新城总

体规划发展出发，打造集商业、交通、教育、健

康、文旅、生态等配套一体的产城样本、

品质住区。

走进碧桂园·十里晴川， 如山水画

卷般的礼序院府徐徐展开， 东方园林，

山水府境，叠山理水间透出的是宋风雅

韵式的诗意生活。位于北京西路与昆山

路交会处的十里晴川从择址、规划到产

品， 都力求贴合贵阳与自然相融的人

居特点，突出全新人文舒居高度。

而在贵阳老城区，碧桂园贵州区域

为贵阳带来的则是另一级项目标杆，以

城市更新赋能“强省会” 。 毗邻河滨公

园的碧桂园·贵阳中心， 作为碧桂园在

贵州的首个城市级高端综合体项目，集

高端住宅、高端写字楼、高端商业为一

体，为贵阳扩展高端人居标准的同时，

也积极参与培育

发 展 总 部 经

济，助力“强

省会” 。 据碧

桂园·贵阳中

心 项 目 负 责

人 代 海 鹏 介

绍 ，“当前正

在积极与各方

协调， 有望引

进高端品牌入

驻项目配套的

购物中心，丰

富贵阳高端消

费市场。 ” 据

悉， 当前住宅

部分已完成交付， 而设计有中转大堂的超高

层写字楼也将于今明两年投入运营。

山顶是错落有致的标准化生态茶园，山

下是鳞次栉比的食用菌大棚， 干净平坦的水

泥路通村到寨， 建设中的民宿工程如火如荼

……昔日的“穷山坳” 通过乡村治理和产业

振兴旧貌换新颜。 这里是碧桂园乡村振兴项

目部的结对帮扶村———雷山县南猛村。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战略，2022 年，碧桂园捐赠 1000 万元资金

帮助南猛村发展民宿旅游业，8 栋民宿改造

工程顺利开展。“民宿的选址，充分考虑了村

里易地搬迁户的闲置房， 这样既可以增加村

民收入，也能提高村集体的经济收入。 ” 南猛

村第一书记蔡孟阳说道。

与此同时，在黔东南州的台江县台盘乡，一

个个标准化的大型循环养殖鱼池在山脚下依次

排开， 这个由碧桂园助力当地产业振兴的鲟鱼

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也正进展得如火如荼。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 2021年 6月

起，作为房地产头部企业，碧桂园正式结对帮扶

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雷山与台江两县， 积极探索

“1+5+N” 的乡村振兴帮扶新途径———坚持党

建为引领， 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组织、 人才、文

化、生态全面振兴，帮助乡村落地能持续产生效

益的N种产业模块， 助力两县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

入黔十年来， 碧桂园贵州区域始终深度

参与着贵州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其在全省投资额超 1265亿元，

纳税额超 50亿元，为社会提供约 1.9万个就业

岗位。而碧桂园在贵州的扎根与壮大，也可说是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 贵州飞速发

展的十年， 也是碧桂园贵州区域快速拓展的十

年。 从助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到同频“强省

会”，再到参与乡村振兴，碧桂园已和贵州深度

链接。相信，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或更久远的

将来，在贵州发展前行的路上，碧桂园也必将

不会缺席， 将继续助推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身体力行地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用品质和温度焕新贵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丁明雪

勇担责任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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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在贵州的

非凡十年

十年黄金巨变，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2013” 至“2023” ，时间的

刻度镌刻在城市的发展史上， 而城市的

发展离不开其中的营造者。 作为入黔十

年的品牌房企， 碧桂园贵州区域见证并

参与着贵州十年来的非凡变化。

截至目前， 碧桂园贵州区域累计打

造 70 多个高品质项目，覆盖全省 9 个市

州，成为超 30 万业主的共同选择。 十年

间，全省累计约 10.6 万套房屋如期交付，

为广大业主实现了美好人居品质梦想。

回首十年时光， 碧桂园贵州区域不

仅是造好房， 更是与整个贵州共融共生

共谋共发展。 他是贵州城镇化建设的身

体力行者，也是同频“强省会” 行动的奋

斗者， 还是不忘社会责任的乡村振兴实

践者。

“对新型城镇化前景的持续看好，并以此

为依据进行城市布局，是碧桂园在战略上一贯

的制胜之处，也是其高成长的关键所在。 ” 中

国指数研究院这样评价碧桂园的战略布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城镇化率从

17.0%上升到 65.22%， 而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有超 10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城市人口的

扩张会释放巨大的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 也会

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 为满足这些人

群的居住需求， 碧桂园积极响应国家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除聚焦以大都市圈为首的

一二线城市外，更是深耕下沉至三四线城市。

入黔十年，碧桂园贵州区域项目覆盖贵州

57个区县，区县覆盖率高达 65%。 在碧桂园贵

州区域工作了 5年的林阳，担任过多个项目的

负责人，在他看来，每个项目都是城市繁华蜕

变的见证者。

从一片荒地到高楼耸立，从人烟稀少到车

水马龙……这是龙里碧桂园·凤凰城项目前后

面貌照片对比的直观感受。规划占地近万亩的

龙里碧桂园·凤凰城， 在贯彻保护性开发原则

的基础上，选择了不同于传统单一住宅的建设

开发模式，更重视对社区综合配套与大城生活

的建设与完善， 如今已建成集住宅、 商业、公

园、 艺展中心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生态大盘。

这样的开发建设，不仅是对片区生活品质的跃

升，也为项目所在的龙里县龙溪经济先导区打

下坚实城建基础。

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对县级城市的房地产

市场而言，不仅是需求量的增大，还有人们对

人居水平提升的价值重塑。在安顺地区项目负

责人张青看来， 碧桂园贵州区域入驻县城，带

去的不仅是好房子，还有与发达地区同轨的人

居品质标准。

“碧桂园对贵州经济发展长期看好，城镇

化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相信未来的发

展空间很大， 也庆幸有机会长期为贵州经济发

展建设做出贡献。 ” 碧桂园贵州区域总裁欧阳

腾平说道。

聚焦深耕 助力城镇化建设

抢抓机遇 同频“强省会”征程

■碧桂园·十里晴川项目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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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集团进驻贵州的首个项目———花溪碧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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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向台江县排羊乡捐赠鲤鱼苗，

丰收时节，排扎村村民喜笑颜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