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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平方米地下室 350 万？ 中海地产被指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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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中茂资本局：连续高溢价收购重组、大股东套现离场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

洋河：增速低于预期 渠道战略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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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时代城市建设新模式

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提速
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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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成都正由“两山夹一城”向“一心连两翼”的格局转变，成
都的双城时代即将来临。

编 的 《成 都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建

界城市。

在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有借鉴意义的。“城市规划一定要

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2016-2035)(送审稿)》 提交大会讨
论审议。 规划明确提出，成都将加

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
城市；2035 年，加快建设美丽宜居

这是成都给 20 年后的自己画
的自画像，也是成都第五轮总体规

景观院副院长张静看来，天府绿道

考虑绿色生态， 成都在这方面已

天府新区时指出，要突出公园城市
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不单是一个市政工程，而是紧紧与

经做得很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

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作为成都市的第五轮总体规

公园城市， 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

划的目标愿景。 成都将通过优化城
乡空间格局、 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在今年 2 月底举行的成都市
两会上，成都首开先河，将最新修

产业布局相关联的规划，在建设之
初就把产业发展充分考虑进去了，

城市’，我认为还可以结合地势地
貌，在城市里保留山、水等，贯彻

划， 此次规划把眼光放在了更宽
广的时空维度上。 到 2020 年，高

市；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现代

努力塑造“开窗见田、推门见绿”的

将产业布于绿道周边，做到了“城

绿色发展的理念， 城市的生态环

化新天府， 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

田园风光和大美公园城市形态。

景互动、 景业互促”，“天府绿道是

境一定会更好。 ”

助推产业发展的‘绿色动脉’。 ”
据了解， 天府绿道建设将直接
创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 从而吸

当前，成都正由“两山夹一城”
向“一心连两翼”的格局转变，成都
的双城时代即将来临。 尤其是“东

引高素质人才来蓉发展。 绿道建
设， 将辐射周边千亿级现代服务
业产业集群， 每年吸引上亿旅游

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城市空
间结构的提出， 已然加快城市经济
地理的重构。

人次， 带 动 旅 游 、 创 新 创 业 、 文 化
创意等产业发展。 此外，骨干绿道
建设将碎片化的绿道连线成网，

在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汪小琦看来， 天府绿道的建
设将带动城市发展品质， 促进人

创造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产业，
打造生活消费场景。
“美 丽 宜 居 公 园 城 市 则 具 有
更深的内涵。 ”曾九利认为，公园

口和产业流动， 促进整个城市融
合发展。 尤其是天府绿道串起的
诸多乡镇， 将由此改变其产业薄
弱、品质不高、规模小的问题。 而

城市强调高品质的宜居环境，要求
高端的产业布局，高质量的公共服
务，“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示
的公园城市建设要把生态价值考

这一方面， 正是公园城市生态价
值的体现， 从而更好地推动城乡
融合、推动乡村振兴计划。
为此，成都提出在城乡融合发

虑进去，生态价值将助推社会经济
以及产城的大融合。”曾九利表示，
公园城市更将为新经济的发展、高

展的大背景下， 将构建起四级城
乡 体 系 ， 全 域 塑 造“产 田 相 融 、 城
田相融、 城乡一体化” 的城乡形

端人才的引进，提供最为“肥沃”的
土壤。

态。 其中，成都将植入文化、旅游、
创新、农业科技等功能，重点建设

1.69 万公里绿道中的城市绿网
根据总体规划，天府绿道由区域级绿道、城区级绿道、社区级绿道三级慢行系统组成。
3 月的春光， 让成都三环路两

轴两山三环七带” 为格局的天府绿道

不仅如此，根据规划，天府绿道

都市域的一张完整的绿色网络，将

侧正在建设中的熊猫绿道显露出
一片盎然生机， 各种花木次第开

自从去年一经确定，仅仅过了 8 个月，
就已经高速建成 785 公里各级绿道。

还具备了生态保障、慢行交通、休闲
游览、城乡统筹、文化创意、体育运

生态空间、城市公园、乡村有机链接
起来， 由此也成为公园城市的重要

放。 三环路两侧的居民，已经习惯
每天在这里“
打卡”散步。

根据总体规划，天府绿道由区
域级绿道、城区级绿道、社区级绿

动、农业景观、应急避难八大功能。 除
了 500 公里的绿道外，还规划设计了

组成部分。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曾九利认为， 三级绿道体系串

这个全长 102 公里的熊猫绿
道，将成为以熊猫文化为特色的环

道三级慢行系统组成。 这个庞大的
绿道系统， 将在 2025 年初步建成

四级配套服务体系， 也就是四级驿
站， 包含了 16 个特色小镇形态的一

联起了各城市组团的主干绿道网、
组团内部成网道路， 甚至细化到每

状高品质“环城公园”，并在今年 8
月全部建成并向市民开放。
这只是总长 1.69 万公里的世界
最长的天府绿道系统的一部分。 以
“
一

1920 公里市域主干绿道体系，到
2040 年， 市域绿道体系全面成网。
这正是成都市提出的“全域增绿”
战略规划蓝图的落地。

级驿站、30 个特色园形态的二级驿
站、170 个林盘院落形态的三级驿站、
若干亭台楼阁形态的四级驿站。
“
天府绿道的建设，将形成全成

个社区内的基础设施， 都在天府绿
道网中，
“
三级绿道体系， 可以让市
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绿色福利，真
正实现
‘
开窗见田，推门见绿’”。

加快打造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目前，成都的森林覆盖率增至 39.1%，蓄积量达 3367 万立方米。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视
察时对公园城市建设的指示，在新

明和生态文明交相辉映，人、城、境、
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市形态。

绿道；另一方面，还将在中心城区和
东部城市新区规划建设 102 座城市

展， 经历了田园城市 - 生态城市 绿色城市等理论与实践。 公园城市

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成都明
确提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将通过优化城乡空间格局、重塑产
业经济地理，努力塑造“开窗见田、

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天府绿道，构
建大尺度生态绿色空间； 建设龙泉
山城市中央公园等绿色生态工程，
提升市民绿色福利；推进乡村振兴，

公园，并因地制宜建设 3000 平方米
以下的小游园， 见缝插绿设置微绿
地。 此外，在
“
花重锦官”增花添彩工
作中， 成都市市花芙蓉花的总量翻

则是城市建设的更高理念， 符合世
界城市发展的规律， 特别是充分体
现了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 并从满足人民对美好

推门见绿”的田园风光和大美公园
城市形态。 目前，该规划已经提交

开展川西林盘整理、大地景观再造，
塑造林湖交汇、蓝绿交织生态本底。

了一番。 目前，成都的森林覆盖率增
至 39.1%，蓄积量达 3367 万立方米。

生活向往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更加
强调开放与共享， 将绿色作为城市

就此，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
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

景区型、园区型、农业型 3 种类型
97 个特色镇。

成都市两会审议通过，并期待国务
院的最后批复，从而成为成都未来

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建设
步伐已然加快。一方面，成都要加快

由此，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
设的目标下，绿满蓉城、花重锦官、

的公共产品，让老百姓可进入、可参
与，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
因此，美丽

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许强认为，以天府新区为例，天府

“成都在公园城市建设中的探
索， 正是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方

发展的新蓝图。
公园城市是农耕文明、 工业文

建设总面积 1275 公里的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和 1.69 万公里的天府

水润天府的盛景，令人期待。
在曾九利看来， 世界城市的发

宜居公园城市体现了当前城市宜居
环境的本质性需求。 ”

新区在规划时引入了很多绿色发
展的理念， 这些理念在全国都是

向和趋势。 ”曾九利说，这是新时
代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深入探索绿色科技体系 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打造“住房美好生活”
文 / 张飞白

作为首批确定以房 地 产 为

在此基础上， 葛洲坝地产上

葛洲坝地产董事长何金钢指

主业的 16 家央企之一， 中国葛

海虹桥西的作品——
—葛洲坝上海

出：“我们依托 5G 科技战略，将

随着“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洲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玉兰花园项目自规划设计之初即

现代科技和宜居生活相结合，打

用来炒的”定位逐渐明晰，住房回

（以下简称“葛洲坝地产”）秉持

秉承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

造‘有思维有智慧有温度’ 的建

归居住属性。 这在让房地产市场

“高价值地产引领者” 的发展战

念。 德系一线品牌的精装，空调、

筑，用绿色守护居住健康，用国匠

稳步发展的同时， 也对房企提出

略，率先研发国内领先的“5G 科

地暖、 视频远程监控等智能家居

铸造产品质量， 用集成增强建筑

了更高的要求， 产品力和服务体

技”体系，聚焦高端物业的开发

系统， 透露出品牌房企的匠心与

功能，用智能实现社区互联，用服

系成为竞争焦点。

与运营。

责任。

务推动价值提升。 ”

连日来，贯彻创新发展理念、

Global 国匠精工、Gather 工业集

在为业主营造绿色、舒适、健康的

内环境控制等 38 项技术。“智慧

“5G 科技”加强绿色发展
落实绿色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调

成、Grasp 智慧互联、Gain 服务增

生态居住环境， 使业主拥有愉悦

互联旨在通过现代化的电子技术

整、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成为

值五大子系统构成，涵盖 5 大类，

的居住心理及生活体验。

手段，为业主优化生活方式、解决

吸睛焦点。 事实上，近年来，在节

19 个维度，110 类分级分项指标，

以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项目

业主安全及便捷生活的内在需

国家提出，我国当前社会的

示，项目最吸引自己的地方在于

能减排的大环境下， 国家对绿色

旨在为客户提供绿色、 健康、智

采用的兰舍新风系统为例， 据相

求，全面提升生活品质。 ”上述项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其多界面的会所服务，“健身、瑜

建筑和工业一体化建筑提出了更

慧、环保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品质。

关项目负责人介绍， 该系统包括

目负责人表示。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伽、偶尔品一下红酒，非常享受

为明确的政策要求。 一二线城市

“
5G 科技” 不仅是建筑技术科技

全热交换及抑菌防霉的康舒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院 长 助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位

这种休闲的生活方式。 ”

的更新要求企业必须回归制造本

体系，更是涉及企业品牌形象、战

产品内腔 WV 型导轨设计高密

理、葛洲坝地产 5G 科技专家委员

房地产行业分析人士直言，简单

从 2014 年拿地、2015 年开

提供“有温度”的产品和服务

源、 提供与土地价值相符的更高

略发展与经营创新的全方位、全

防漏，长效式卷带滤网，除霾新风

会专家委员林波荣分析指出：“二

的制造房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

盘到 2017 年交付， 葛洲坝上海

价值产品， 才能适应消费升级之

系统化的价值提升体系。 其核心

机室内外混风及智能社区化兰舍

十一世纪建筑业发展的趋势应该

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未来更需要

玉兰花园项目凝心聚力、 点滴

下精工、智能化、环保科技、人性

理念是以“
人”为中心。

新风监测平台， 随时掌握空气品

是绿色化，智能化和工业化，对比

的是有温度的产品和服务。

匠心，同时，葛洲坝地产还非常

质的变化并进行相应调整。

这三个趋势来看， 葛洲坝地产的

化服务等成为新的消费价值观。

其中，绿色健康（GREEN）包

2016 年 6 月份购买葛洲坝

注重社会责任的打造， 多次组

在此背景下， 葛洲坝地产推

含温度控制、空气、光线、水质、声

此外， 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

5G 科技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国际

上海玉兰花园项目的王女士在

织重点贫困村帮扶、 爱心捐赠

出“5G 科技”产品体系，积极布局

环境、心理、绿色健康认证七个维

项目的智慧互联（GRASP）包括

上的潮流， 也很契合十三五期间

考察各个楼盘之后，最终选择了

当地小学、 帮助特殊儿童家庭

绿色地产。 据了解， 葛洲坝地产

度，涵盖包括毛细管网系统、地面

智慧家居和智慧社区两个维度，

中国强调新型城镇化， 强调绿色

葛洲坝地产的项目，“对房型等

等。 2017 年 9 月，葛洲坝上海玉

“5G 科技”， 由 Green 绿色健康、

置换式新风系统等 38 项技术，旨

涵盖智能门锁、防盗报警系统、室

发展，特别是强调以人为本。 ”

比较喜欢，产品相对来说是高端

兰花园项目和上海市青浦高级

品牌，外部环境和内在配置都给

中学签订“助学培优”计划，定

西进大虹桥琢筑标杆项目

人尊贵的感觉。 ”

向资助上海青浦区高级中学优

国家首次提出： 实施区域协

资料显示， 青浦新城是上海

“青浦区坐拥淀山湖旅游度

上大虹桥建设的辐射利好， 青浦

据悉，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

秀学子。 另据了解，葛洲坝上海

调发展战略。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市市域空间布局结构中“
多核”的

假区和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两大 4A

新城目前聚集了许多老牌开发

项目以凡尔赛园林为蓝本，采用

玉兰花园项目还曾先后组织三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提升，

一个节点，上海市 2040 规划中重

级天然氧吧， 而我们项目位于青

商，配套设施相对完善。 同时，青

法式中轴对称的设计理念。在建

亚旅游以及针对儿童的海豚计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

点提到 5 个新城之一， 位于青浦

浦新老城区正中轴， 处于低密度

浦水乡对小区面积的限制有利于

筑方面采用天然石材干挂设计，

划等多项活动。在 2017 年 12 月

须坚持的重大战略。事实上，近年

区中心、区政府所在地，是全区的

高端住宅板块， 项目周边拥有多

提升区域住房品质。 ”

园区中庭设有 3000 平方米的地

举办的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两

来， 随着国家对实施区域协调发

交通汇聚点和产业集中点。 同时

个知名开发商的成熟社区， 比如

易居研究院研究中心总监严

下会所，地上则是长约 100 米的

周年庆典活动中， 不少业主表

展的战略的不断加强， 以城市群

是由现青浦老城、 青浦新区 （东

新城盛世、首创禧悦、大发融悦四

跃进表示，随着地铁 17 号线的开

中央景观长廊。南北景观主轴以

示， 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项目

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部）、向西延伸区域和朱家角镇区

季等， 因此项目所处的位置也是

通， 当前类似项目具有了较好的

16 眼星光喷泉、 下沉式景观大

的温暖和匠心让自己产生了浓

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逐渐形成。

浓的“家”的归属感。

四部分组成，它具有居住生活、产

整个青浦城区较为适宜居住的一

投资机会， 尤其是区位优势持续

草坪、黄石材穹顶亭及黑金沙石

从长三角经济带的发展来看，

业、旅游等综合功能，是全区的政

个板块。 ”上述项目负责人介绍称。

在改善， 所以楼盘的发展前景也

材镜面水景贯穿东西六大组团

“
随着葛洲坝地产当前产品

虹桥商务区逐渐成为上海区域板

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具有“
水乡

在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

被看好，“另外很关键的一点是，

景观。 小区内平均楼间距约 50

线不断趋于完善，其产品本身的

块发展的新增长极。葛洲坝上海玉

文化”与“历史文化”内涵的现代

卢文曦看来， 虹桥西板块的建设

过去青浦房地产市场一直是被低

米，容积率为 1.4，小区绿化率达

市场认可程度较高，类似楼盘的

兰花园项目正是葛洲坝地产立足

化中等城市， 服务长三角的上海

具有多重利好因素：
“实体产业建

估的， 所以实际上该区域未来房

60%。 作为葛洲坝上海玉兰花园

市场认可程度有望继续提高。 ”

上海虹桥西所打造的首个作品。

西部综合性生态宜居城市。

设形成人口导入的消费利好，加

地产市场的发展机会较大。 ”

项目的拥趸， 王女士兴奋地表

严跃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