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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重庆龙湖的“无界”战略：做传统行业里的未来企业
布局75个全新城市空间，涉足居住、消费、养老、长租、公共文化等多个领域
一则主题为
“善待你一生”
的重庆龙湖花园
的电视广告片，将大家的记忆拉回到20多年
前，
也带领大家回顾了龙湖一路走来，
从重庆到
全国，不断的发展、探索之路。2019年3月26日
下午，名为“无界”的重庆龙湖2019年媒体沟通
会在龙湖时代天街D馆重演时代艺术中心举
行。会上，重庆龙湖对外公布了在集团
“空间即
服务”战略下，在山城的多维业务推进计划，
2019，龙湖将在重庆打造总计75个全新空间，
并提供更智能化和高品质的服务，这些空间涉
及居住、消费、养老、长租、公共文化等多个领
域，
进一步构造全新城市生活体验。

显，网格化的商业，不仅加速重庆新商圈的“城
熟”
速度，
还将同时增强区域组团之间的交互与
衔接，
进一步激活城市消费。

关注市场细分需求
居住空间里的
“龙湖式”
创新

以
“空间无界”
多维布局城市
龙湖在哪儿，
舒心和惊喜就在哪儿
为何将此次发布会主题定义为
“无界”
？重
庆龙湖又是如何理解
“无界”的？当天的沟通会
上，
重庆龙湖副总经理、营销负责人李帅向在座
嘉宾娓娓道来。
众所周知，
“ 空间即服务”是龙湖集团在
2018 年 提 出 的 全 新 企 业 战 略 。 从 1993 年 到
2018年，龙湖在重庆一共构造了214个城市节
点，比如71个交付园区、12个开业商场、9个长
租公寓……去年，
重庆龙湖快速落地集团
“空间
即服务”全新战略，四大主航道业务齐发、创新
业务陆续呈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更多的新空间，
建立起了立体式的高效服务。
2019，龙湖的空间战略将继续加速。据介
绍，今年重庆龙湖将打造75个新空间，继续城
市服务探索，
包括建造完毕六十二个社区公园，
加速落地八个商业体、三个住宅新项目入市、两
个人才公寓，以及养老领域的新项目，另外，重
庆龙湖还计划推进一次产城服务项目尝试。
“进入两千亿时代的龙湖，
业务规模和版图
正不断壮大，
而在龙湖各大业务板块之间，
边界
正在不断消融、被打破。作为一家传统行业里
的未来企业，龙湖将通过空间无界、产品无界、
服务无界以及数字化转型的落地，变成更加具
有竞争力，并与城市运营更加深度融合的企
业”
，
李帅谈道。

2019 重庆龙湖媒体沟通会现场。

商业发力实现
“网格化布局”
三大全新天街作品打造更多场景IP
作为重庆商圈的推动者，
本次沟通会上，
还
有让城市居民兴奋的消息发布——重庆龙湖首
次同步发布旗下8大商业空间的最新效果图和
设计细节，其中，
包括六个天街项目以及两个全
新商业体，分别是龙湖金沙天街、龙湖礼嘉天
街、龙湖西永天街、龙湖公园天街、龙湖龙兴天
街和龙湖时代天街E馆，以及新壹街二期加巴
滨路创新商业体。
龙湖商业华西一区总经理蔡勃在沟通会
上透露，龙湖礼嘉天街、龙湖公园天街预计将
于2021年底前开业，龙湖金沙天街预计将于
2020年投入运营，今年内，这三大天街将同启

全球招商。
据介绍，
作为龙湖的第十座天街，
礼嘉天街
定位为打造天街4.0版，整个天街将以自然绿植
贯穿整个商业体，并将首次打造18米挑高的高
街中庭、空中运动场以及多层退台式设计观湖
餐饮区，打造空间IP。金沙天街则将依托TOD
模式，打造极具辨识度、地标感的城市IP，并融
入吊脚楼设计等重庆城市特色元素，打造城市
会客厅。龙湖公园天街则位于整个中央公园商
业集群的C位，以生态化的空中花园打造城市
亮点。
为何龙湖在重庆明显加快商业布局的速
度？蔡勃透露，龙湖希望在重庆实现商业的
“网
格化布局”，即每一个商业体都是一个城市单
元，彼此之间保持更紧密的交互关系，实现“转
念即达的欢乐入口”的新目标；
而对于城市的意
义或许更大，在城市组团化布局的重庆尤为明

在居住空间，龙湖在重庆也不断创新。而
这样的创新则源自于龙湖对于居住痛点的深挖
和居住需求的洞察。
当天沟通会现场一组龙湖的大数据令记者
印象深刻：2018年重庆龙湖为22.6万人提供地
产咨询服务，为151万人提供商业会员服务，为
136万人提供物业服务，为5.4万人提供冠寓租
住服务，
正是通过多个主航道业务、与数百万人
形成的高效、密切的日常链接，
龙湖也堪称这座
城市最懂客户痛点与需求的企业。据悉，在
2019年重庆龙湖也将基于市场细分需求，在长
租公寓、养老、住宅等居住领域实现更多“龙湖
式”
创新。
例如在长租公寓领域，2019年龙湖冠寓将
聚焦重庆的经济升级、新兴人才引进以及产业
配套，
推出更偏重于人才配套的服务和产品，全
年预计将新增5000套长租产品满足人才长租
所需。重庆龙湖还在住宅方面深化客研，为城
市发展带来的更细分客户群打造个性空间，比
如尝试在观音桥商圈打造建面200平方米以
上、两室一厅的居所空间。在养老板块，
继去年
成功试水养老公寓之后，龙湖在重庆正在筹划
打造首个社区照料中心。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沟通会最后的
“彩蛋”
环节，据李帅透露，2019年龙湖在重庆将亮相
四大全新项目：分别是龙湖首次布局璧山的
700亩环湖巨著——龙湖·千山新屿，位于南重
庆的龙湖·嘉天下高端别墅项目，
照母山龙湖首
例现房大平层——龙湖·尘林间和巴滨路27万
方龙湖首个滨江综合体——龙湖·长江时代，其
中龙湖·尘林间和龙湖·长江时代两大案名在当
天沟通会上首次对外发布。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黄菁晶 实习
生 李双双

建设责任彩票 直面坊间质疑
彩票新政下别被三个论断误导
论断①
论断
① 彩票新政导致销量下滑，不利于筹集更多的彩票公益金，是为彩票公益拖后腿
今年春节
前 夕 ，国 家 出
台一系列彩票
新 规 ，加 强 高
频快开游戏和
竞猜游戏的市
场监管。在引
起社会和公众
对责任彩票建
设的高度关切
的 同 时 ，坊 间
一些不合理的
论断却容易产
生误导。

彩票新政的推行会不会造成销量下滑？答案是:
可能会。但这也折射了我国彩票销量快速增长后的一
次
“理性回归”
，
是尊重彩票发展基本规律的必由之路。
在高频快开和竞猜游戏销售中，出现了一些大额
投注、非理性投注的情况，
“问题购彩者”令人担忧，进
而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一系列彩

票新规的出台非常有必要，有助于保障我国彩票事业
在正确的轨道上行驶。
在 2019 年全国体彩品牌营销与渠道工作培训会
上，总局中心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曾就此次彩票新政
发表了“短期困难会迎来长期更大的发展”的观点。
如同人体在发烧时会乏力和困倦，但退烧之后又会精

神抖擞一样，彩票市场经过必要的肌体调理，也将重
新焕发生机，以筹集公益金为核心驱动的彩票销售市
场亦将踏回健康的坦途。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发展彩票事业，不但不会制
约销售表现，反而会促进彩票市场风清气正，筹集更
多的公益金。

论断②
论断
② 彩票新政挡住了一些购彩者，很可能将他们推向赌博和私彩

我国彩票事业发展，其核心属性在于公益性，进
而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提供支持。在这个过
程中，彩票发展需要更多的人以理性购买彩票的方式
参与到公益中来。这也是国家彩票倡导的“多人少
买”
与私彩所宣扬的
“赌”
在理念上的本质区别。

客观而论，彩票新政的实施确实会对购彩成瘾者
构成“打击”。换句话说，新政最终杀掉的是不理性购
彩的“瘾”与“毒”。而这种在政策层面强制戒毒、戒瘾
的举措，
在赌博和私彩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彩票新政出台后，微博网友“廖梦初”发表观点：

国家出台措施对彩票秩序进行治理相当及时，把非理
性购彩者“解救出来是国家的责任”，这一观点对于购
彩者正确认识当前的彩票形势有着客观积极的意义。

论断③
论断
③ 彩票新政令代销者叫苦不迭，投注站的寒冬来了
有人说，
投注站的寒冬来了？这是真的吗？
全国体彩代销者和销售人员是一支辛勤忙碌的
队伍，筹集公益金他们功不可没。同时，这支队伍也
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开的原因或许各有不
同，但坚持下来的都是强者、勇者、智者和擅长适应变
局者。不论是过去还是当前，退出者永远都是少数，
大多数网点工作人员依然会迎风而进，因为他们更加
看好中国彩票的整体市场环境和未来前景。
事实上，在体育彩票代销者队伍中，很多人对责
任彩票都有着切身的认识。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怎
么说——
北京市房山区体彩网点业主刘春梅表示，要转化
新的购彩客户，留住老客户，就要引导购彩者理性购
彩，
“让购彩者把购彩当成一种细水长流的习惯，以娱
乐和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为目的。
”
北京海淀区体彩网点销售员方晨认为，彩票具有
娱乐性，买彩票不是坏事，长期有节制地买彩票还会
增加生活乐趣，但是任何事都需要量力而行，
“彩票不

是赌博，不能有一夜暴富的想法，所以一定要倡导理
性购彩。”
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代销者也因此肩
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彩票代销人员在实际工作中
抵制互联网售彩、不向未成年人售彩、主动引导购彩
者防沉迷等等，都是履行彩票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同时，中国体育彩票提出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
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的发展目标，也包含了
对代销者权益的保护。
如果说，彩票新政的推出为我国彩市下了一场
“局部冬雨”，那么，我们也不妨以雪莱的名句为这场
雨进行浪漫的引伸——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