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地产荣誉榜（重庆区域）获奖展示
融创中国西南区域重庆公司

奖项：2017影响中国的品牌房企
上榜理由：2017年，融创中国西南区域重庆

公司表现出色、成绩亮眼。在业绩方面，公司在
上半年突破百亿销售额，领跑重庆楼市，成为重
庆楼市首家半年突破百亿的房企。同时，融创
今年在重庆所推出的几个新项目也持续受到市
场关注：承袭融创TOP系“壹号院”血统的国宾
壹号院，落子重庆渝中半岛，示范区即将亮相；
此外，融创还持续深耕江南新城，并首进龙兴等
板块，打造了融创江南融府、融创九棠府等改善
型高品质住宅区，进一步完善区域版图，深耕城
市。在“软实力”的提升上，融创重庆也不遗余
力，继去年集团发布了“臻生活5H高端价值体
系”后，今年融创西南区域公司在重庆将这一体
系升级为“臻生活5H社区”并率先各项目在重
庆落地，旨在给业主更好的生活。

恒大集团重庆公司
奖项：2017影响中国的品牌房企
上榜理由：恒大集团重庆公司进入重庆11

年以来，足迹遍布北部新区、西部新城、茶园新
区等热点板块，相继开发建设35个精品项目。
恒大集团重庆公司以中高端产品为主，涵盖高
层、洋房、别墅、公寓、商业综合体等多个业态。
卓越的产品品质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深受重
庆市民青睐。

今年上半年，恒大集团重庆公司取得了傲人
的业绩，销售金额同比增加71%，费效比同比大降
65%。恒大集团重庆公司坚守品质理念并不断寻
求突破，以匠心兑换品质承诺，对旗下各大名盘从
建筑、配套、园林、精装、服务五大领域进行了再升
级，积极进取为城市筑就高端居住标杆。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的品牌房企
上榜理由：保利地产自2003年入渝，十余年

来以和为道，建造了保利国际高尔夫花园、保利
香槟花园等十余个社区，营造了超30000户业主
的和美生活。2017年，保利地产北扩西进，在北
保利天汇、在西保利金香槟，两大全新项目进入

市场，得到高度认可。其中，保利天汇作为转型
升级战略级新作，凭借产品品质与核心地段，成
为有口皆碑的“网红”楼盘。

2017年，保利地产积极通过招拍挂、收并购
等方式夯实土地储备，如筹备中的茶园项目、巴
南项目，在稳健中扩大规模的同时，响应“房子
是用来住的”的号召，不断探索，打造满足城市
改善性需求的高端社区。

国宾壹号院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典藏华宅
地址：重庆市·渝州路
业态：大平层
户型区间：套内约150—300㎡
均价：待定
上榜理由：国宾壹号院，系出融创TOP级

产品系列”壹号院“，首次布局西南、落子重庆。
项目地处重庆市渝中半岛，择址渝州路，位

于重庆的城市几何中心，在近年来城市核心区
域几乎无新地供应、地价高昂的背景下，可谓占
据寸土寸金之地、地段价值不言而喻。而国宾
壹号院则在城市中央，以2.25的低容积率，敬献
低密大宅。

作为中国高端生活的创领者，融创在豪宅
方面有着杰出的产品研发与筑造能力，入渝14
年来，为重庆带来了诸如亚洲十大超级豪宅
——玖玺台这样的顶豪项目。而这一次，国宾
壹号院的到来，同样将是融创倾尽多年豪宅打
造功力与修为所筑的又一作品，将作为又一标
杆项目，值得市场期待。

恒大御龙天峰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典范社区
地址：北滨路中段
业态：高层（精装）、大平层（毛坯）
户型区间：套内面积约66-166㎡瞰江高

层，套内约280㎡宽江大平层
上榜理由：恒大御龙天峰地处嘉陵江畔，立

足北滨路，拥有得天独厚的江景资源；背靠观音
桥商圈，更具有地段优势。

御龙天峰打造了御龙天峰重庆第十八中，
还有双语幼儿园、华新小学新校区、徐悲鸿学校

等教学资源。项目兴建多功能会馆，有室内四季
恒温游泳池、室外泳池、篮球场、多功能厅、红酒
雪茄吧、儿童主题乐园、观江户外平台，畅享滨江
生活。该项目外江内湖，以百万方体量打造五大
景观组团，两大主轴景观，极富立体层次感。

2017年恒大御龙天峰新推套内约280㎡宽
江大平层，拥有一梯一户、一线瞰江，3.3m层
高，四套房设计，仅56席私藏。

洋世达南滨特区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典藏华宅
地址：南岸区南滨路核心
户型区间：130-360平方米
总价：280-1200万
上榜理由：洋世达南滨特区地处重庆南滨

路核心，可畅享渝中半岛及长江美景。该项目
邀请了米兰世博会概念总规划师、米兰副市长
博埃里作为首席设计团队，打造“天空森林城
市”。

小区除3万平方米的地面花园外，还有可以
360度观景的15个架空层。其中布局了7个首层
6.9米架空层，以及在高空中打造8个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总计约8000平方米。在不同空间融入
了多元生活场景。使得社交、运动、亲子、聚会
等城市功能，全部由天空森林集中完成。

此外，该项目还首度打造了重庆约248米高
楼顶私属停机坪、约190米高天际泳池以及天际
会所等。

北大资源悦来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典藏华宅
地址：重庆·悦来·悦城大道中段
业态：联排别墅、叠拼别墅
户型区间：套内114-229㎡
均价：210万-480万/套
上榜理由：北大资源悦来拥有三横三纵三

轻轨立体交通网络，周边有3大超级公园、6大主
题公园，片区覆盖了人和街小学等教育机构。
园林打造精雕细琢，在保留了中式稳重、大方浩
然基础上，又融入了东南亚轻纱曼舞的榻榻米
风姿，特别设计的叠水水景，将悦来古镇的人
文、地文的印记与北大文化有机融合，让别墅小

区更富人文韵味。同时，作为市面少有的智慧
社区，项目处处融入智能管理元素，智能安防，
智能管理，智慧出行，智能家居，在方便业主生
活的同时，也保障了小区的安全。

长嘉汇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的商业地产
地址：重庆·南滨路（法国水师兵营旁）
业态：规划涵盖城市大平层豪宅、精品住

宅、商务公寓、写字楼、自持特色商业等多种业
态

上榜理由：长嘉汇，是百年香港置地携手招
商蛇口，在内地所打造的首个商业项目。开业
一年来，客流量超过1100万人次，其中长嘉汇弹
子石老街更获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该项目以“一老街一广场一文物两主题馆”
为核心场景，实现了人文旅游与商业创新的完
美结合。始于1889年、拥有百年积淀与高端物
业开发经验的香港置地，在对重庆城市历史人
文的深度解读之上，创新以旅游景区的逻辑，升
级体验式商业，创造全新商业模式。实现了集
历史文化、观光休闲、娱乐购物的三位一体无缝
连接。香港置地所打造的这种全新商业模式，
也为城市家庭中高端生活带来独特体验。

北大资源·财富森林
奖项名称：2017影响中国的商业地产
地址：重庆·照母山
业态：独栋办公写字楼
户型区间：1000-5000㎡千万级独栋商墅
均价：建面均价25000-30000元/㎡
上榜理由：北大资源·财富森林作为重庆

照母山板块为数不多的独栋办公写字楼，位于
金州商圈和力帆爱琴海商圈交汇核心位置，商
业氛围浓厚；占据两江新区中央商务区与都市
功能产业带的复合地带，区位优势不言而喻。
项目由13栋独栋商墅组成，容积率仅为1.52，
区隔于传统的甲级写字楼，在当下寸土寸金的
照母山板块，用别墅类低密度容积率打造商务
办公产品，产品优势和自身稀缺价值尤为凸
显，开创了商务办公的新典范，是重庆商务资本
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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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来！
美玉再造的乾隆玉玺长啥样

本报讯 （记者 裘晋奕）喜欢玉石、
玉器，尤其是对玉雕有偏好和研究的山城
市民有福了：一大波国家级玉石雕刻大师
用美玉复刻的乾隆皇帝御用物品来重庆
了，昨日下午，“大美故宫·匠心传承——宫
廷玉器再造成果展”在重庆人民大礼堂正
式开展。

重庆晨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着“玉痴”
之称的乾隆皇帝的11件御用物品，全都被玉
石再造了出来。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底。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出的宫廷玉器再
造成果是从宫廷文物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
物作为原型进行再次创作。展览现场分为上
下两层、两大主题展区：一层为“宫廷玉器再
造成果展示区”，二层围绕“匠心传承”作知识
普及。

作为展览重中之重的11件再造宫廷玉
器，包括采用盖碗型制打造的“故宫乾隆百福
百寿对碗”；有蕴含故宫九龙壁元素的“故宫
九龙聚宝盆”“故宫九龙宝鼎”“故宫乾隆帝王
双玺”“故宫乾隆帝王宝玺”“故宫乾隆三宝
（太上皇白玉玺、龙凤薄胎玉壶、吉祥盘龙玉
瓶）”“故宫御制盘龙八宝玉瓶”等。

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乾隆皇帝
为自己七十寿辰、八十大寿亲自设计、审定并
命宫廷造办处打造的“古稀天子之宝”“八徵
耄念之宝”为原型创作的“故宫乾隆帝王双
玺”。它再现了乾隆时期两方寿玺“八徵耄念
之宝”“古稀天子之宝”神韵。在玺基上分别
阴刻有乾隆御笔“八徵耄念之宝记”和“古稀
说”。

在现场，玉石雕刻大师、2008年北京奥
运会“金镶玉”奖牌、奥运徽宝“中国印”设计
制作者、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内部装饰陈设
玉器修复专家张铁成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
说：“故宫的国宝确实太多，我们之所以想到
采用玉石为载体再造这些珍贵藏品，主要还
是考虑希望它们能以更多老百姓接受的方式
来重现它们的美。”

张铁成表示，本次现身重庆的11件作品
虽说都是再造，但全都可以说是大师级的精
品力作。“整个再造过程中，最难的还是备
料。”张铁成说，这11件来渝作品光材料准备
都长达3年多。“它们既继承了原物件的神
韵，同时也加入了很多参与创作的玉雕师个
人对艺术的理解。”

■相关新闻

重庆七大名柚

1. 长寿沙田柚
沙田柚在长寿区栽培历史已有百余年，

原产于广西容县沙田村，清末年间由在当地
做官的长寿人引进而来。凭借长寿得天独厚
的水土环境，长寿沙田柚形成了“果实橙黄色
艳、醇甜如蜜、汁多味浓、细嫩化渣”的特点，
以其独特风味名扬中外，并享有“中华名果”
的称号。

2. 丰都红心柚
红心柚是丰都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之

一，经过百余年的种植与培育，丰都被评为
“中国优质红心柚之乡”。丰都红心柚以其酸
甜适中，芳香味浓而备受消费者喜爱，多次在
国内各项水果比赛中拿下大奖。长柱形的外
观与肥厚的内瓤是丰都红心柚的两大特色。

3. 垫江白柚
垫江白柚又名黄沙白柚，起源于垫江黄

沙镇，距今有170多年的栽培史，目前已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是重庆重要的地标农产
品之一。垫江白柚一般在每年的10 月末到
11 月初成熟，以其脆、嫩、化渣，略带蜂蜜味
的独特风味誉满全国，曾被评为中国“四大白
柚”。

4. 梁平柚
梁平柚与广西沙田柚、福建文旦柚并称

为“中国三大名柚”。据相关资料和《梁山县
志》记载，梁平柚由清乾隆57年进士，任福建
某县知县的梁山人刁思卓引进，植于梁平县
梁山镇内。梁平柚香甜中带有苦麻，不但营
养价值高，而且还具有健胃、润肺、补血、清肠、
利便等功效，被专家誉为中国唯一“药”柚。

5. 巴南五布柚
五布柚又称五布红心柚，因在重庆最先

种植于巴南五布乡，且果肉淡红，时人又称为
“五布红橙”。巴南五布柚是五步河流域的特
产，有“重庆名柚”之称，现为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五布柚具有成熟期早、果大皮薄、汁
多核少、芬香浓郁等优点。

6. 忠县真龙柚
真龙柚是沙田柚的一类变种，因其多产

自四川合江真龙村而得名，后经引入在忠县
大规模栽培。忠县真龙柚在传承沙田柚的高
品质基础之上，依托忠县温暖湿润、水源充足
的山地河谷地貌，形成了自身皮薄实心大、剥
皮肉不散、果肉晶莹如浸色、汁多味甜似冰糖
等众多突出特点。

7. 奉节夔柚
夔柚向来为奉节名优特产，据汉《蜀志》

载，“夔州之柚，虽扬州不能及也。”在唐朝时
夔柚被列为贡品，后来历代均为御用之物。
夔柚分为夔府红心柚和白心冬瓜柚两类，柚
心分为九瓣和五瓣，形体较大，皮薄味浓，肉
质鲜嫩，含有充足的水分与丰富的维生素。

“柚惑”来了！吃货们，心动不如行动
市规划局、市地理信息中心发布《重庆柚惑地图》，全市有32处主要柚子产地，推荐“七大名柚”

本报讯 （记者 蒋艳）秋风徐起，万物华
实，又迎来了一年之中柚子硕果满枝的季
节。昨日，市规划局、市地理信息中心发布《重
庆柚惑地图》，标注了全市32处主要的柚子产
地，而且还推荐了“七大名柚”。吃货们，心动
不如行动，快跟着地图感受“柚惑”。

重庆柚子栽培历史悠久、地方名柚品种资
源丰富。无论渝西的丘陵平坝，还是东南的武
陵深山，亦或东北的巫山深谷，每处的柚子都
凭借扁圆喜人的外形、甘酸可口的味道，获得
了众多市民的青睐。

除去柚子的美味，秋日柚林也似一幅田园

山水画，处处展现着迷人魅力。重庆的柚子多
分布在海拔600米以下的地区，特别是三峡库
区沿线的丘陵河谷一带。

长寿沙田柚、垫江白柚、丰都红心柚、梁平
柚、巴南五布柚、忠县真龙柚、奉节夔柚，这“七
大名柚”便是重庆柚子的杰出代表。

《重庆柚惑地图》带你一起细数重
庆七大名柚，邀请你在秋高气爽的
日子里，带上家人、朋友，漫步在如
画柚林，品尝清香柚子，体验采摘之
乐。 梁平柚梁平柚

长寿沙田柚长寿沙田柚

巴南五布柚巴南五布柚

垫江白柚垫江白柚

丰都红心柚丰都红心柚

忠县真龙柚忠县真龙柚

奉节夔柚奉节夔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