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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里”出处不必追寻，在中国文化里，
“九”为数之极，有极尊贵之意。而在华润
产品体系里，市场更愿意形容其为“匠心造
极”之意。

2009年，上海外滩，承袭华润百年匠
心精工的外滩九里低调出现在黄浦江边
时，见惯了世面的上海人被这个名不见经
传的项目大跌眼镜。这座傲立于外滩万国
建筑群的顶级项目，开盘即遭疯抢，高达2
亿元的楼王产品更是缔造了业界神话，成
为上海滩标志性豪宅之一。2010 年至
2011年，宫殿式建筑华润·佘山九里、玉峰
山下的华润·昆玉九里、《非诚勿扰2》原景
地华润·石梅湾九里等重量级项目相继面
世。从此，“九里”作为中国顶级豪宅符号，
列居全球华人置地产品序列顶端。

全球华人置业产品序列顶端，“九里”
品质如何造极？

一、专业城市研究，择址城市资
源中心

华润置地九里系产品只考虑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的优质资源型土地。如华润外滩九
里，占据黄浦江边第一风景；华润佘山九里，
选择了上海唯一具有山景资源的顶级自然风
景区佘山；华润石梅湾九里，位于最具浪漫风
情的海南石梅湾；华润公元九里，择址京西南
贵地、四大生态公园合抱的静谧核心。而今
的华润·公园九里，落子重庆北进新中心，享
有国内最大开放式城市中心公园。

二、前沿设计理念，只做品质经典

以汇丰银行为蓝本的华润外滩九里，
让建筑成为百年风云的见证；犹如法式宫

殿般，实现古典奢华与现代气派的完美融
合；海南华润·石梅湾九里的建筑是艺术与
浪漫的合体；华润·佘山九里，与凡尔赛宫
一脉相承的建筑渊源，让建筑在贵重深沉
之余，又不失磅礴底气。

三、大美园林范式，匹配奢居典范

置身华润·外滩九里，犹如步入 19
世纪欧洲贵族的私家花园，跨越时空的
厚重感通过石廊亭台、雕花铁门散发出
来。而北京华润·公元九里，则以面积达
80000 平方米、由全球巨匠贝尔高林打
造的的恢弘奢景园林，向这片土地表达
无上的敬意。

四、只选择极具价值感的材质

众所周知，天然石材是是世界上最古
老、最高贵的天然建筑材料之一，不仅具有
较高的强度、耐磨性、耐久性等，而且通过
表面处理可获得优良的装饰效果，几乎所
有的伟大历史建筑都由天然石材建造而
成。“九里”系均崇尚永恒，因此，异曲同工
都精心选择了市面顶级自然石材。

五、只选择极具仪式感的空间

华润·佘山九里引入“十字宫廷”的建
筑形式及带有“十字圆厅”的创新设计，使
空间如犹如宫殿开阔气派，尊贵夺人。北
京华润·公元九里则遵循空间礼序，兼顾生
活情趣，私密而尊贵。双大堂、双玄关，成
为步入深宅的双重门庭。

综上，可以说是最强的产品阵容加上
对品质的极致追求，成就了华润置地最高
端产品“九里”系。

关注》》

“九里系”何以登峰造极？
最强产品阵容加极致品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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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重庆城市发展与变迁过程中
最为响亮的旋律莫过于“重庆向北”；而近
期，跟着向北的“节拍”，这个鼓点落在了中
央公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重庆中央公园为继纽约中央公园、伦
敦海德公园、上海浦东世纪公园之后，全世
界第4个城市中央公园，所属两江新区作
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由国
务院直接批复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新区；
临空都市区的重要板块；渝北行政中心、教
育高地……带着系列桂冠的中央公园在发
展如火如荼之时，如今中央公园又迎来了

脉承非凡的华润九里系产品——华润·公
园九里。

一时起，在业界，重庆商圈发展启“哑铃
状”说法被迅速云集响应，即为以观音桥下
端头与华润所在中央公园为上端头，两个核
心端头加新牌坊、金州等“把手”，共同构造
了重庆商圈哑铃矩阵。

那么，华润置地落子布局，何以引得市
场对区域发展定标论证？公园九里系产品
究竟有多大魅力？于建设厂上演“鲤鱼跳龙
门”，在中央公园又将上演怎样的传奇？笔
者带着问题，一探究竟。

新闻》》

布局顶端产品“九里系”
华润置地何以引市场波澜？

新中地产总经理 何伟坚

何伟坚谈到，“对于华润置地，自
己还蛮亲切的”。拥有一口浓郁香港
口音的何先生谈到，“在自己出生的香
港地区，华润品牌拥有非常高的人气
和地位。在香港核心区域，湾仔港湾
道的华润大厦是内陆企业最早一批修
建的大厦（而后恒大、海航等企业），而
今它已经成为香港岛海傍的显著地
标。”

而后，早于华润来到重庆的何先
生又见证了华润带给重庆城市的改
变。他谈到，“当时杨家坪建设厂相对
于主城其他区域是相对落后的，更多
是中低端楼盘的集中地。直到华润来
了，这个地方的地位改变了。你现在
从杨家坪区域二手房的价格都可以看
到，华润二十四层绝对是独领风骚。
此外，由于品牌号召力和品质，它还具
备了对外来购房者相当大的吸附力，
包括港澳台地区。我一个朋友，他是
上海某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代表
案例，他到重庆就是选择的二十四城，
并且还经常赞誉其品质性。

对于再拿出“杀手锏”扎根中央公
园，何先生举例说，你看在杨家坪他能
鲤鱼跳龙门，如今拿的是“尚方宝剑”，
位居重庆北进核心，其想象空间就大
了。

锐理数据总经理 陈冬旭

发轫杨家坪建设厂，除了匠心精
工这一要素，华润还有它强大品牌影
响力，不管是商业运作能力、资源带动
能力，它都是行业佼佼者。

如果抛开单纯的产品来看，华润
给区域带来的，并不单单是开发提供
的居住环境，而是对商业、区域环境、
生活形态进行了全方面改变，华润二
十层代表的综合体是杨家坪区域的绝
对支撑。

而今天，华润入驻入中央公园，个
人是非常看好的，就其拥有的核心资
源整合能力、商业运营能力、产品打造
能力，我认为它将会成为该区域翘
楚。这个地块位置好，但不大，以其目
前的规划来看，这个项目就是做标杆、
立品牌的项目。它更多的卖点除了产
品，我认为还将是一种服务。

文/林果

持三十年匠心修为 铸世界级城央公园范本

溯源上海外滩：华润“九里系”落子重庆中央公园
一种近乎偏执的品质追求——“行者”华润的“匠心精工” 这一次看“华润·公园九里”

“华润总是执着于改变。”就是这么一句毫无修饰的评价，没有半点典赡，却饱含了市场对华润置地心折首肯的钦佩与赞许。入渝10年，华润置地的每一部作品都倾注其对于城市个性与品质的深入解读，以

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给予了这座城市巨大改变。而今天，华润置地顶端产品“源代码”登场重庆，其巅峰样本——“九里系”，将布局于未来人居的重庆新中心。

承载华润置地30载豪宅修为的九里产
品系，首次入渝，也是全国第11座九里系产
品。“渝派”九里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呈现给世
界呢？

极致地段位置

不是每一片土地，都可以造“华润九里
系”。

从北京公元九里、上海外滩九里、新江
湾九里到昆山昆玉九里，土地、环境、建筑，
无一不细致甄选，也只有最具鉴赏力及品位
的城市才有资格迎接九里。

华润的本次选址区域大环境已经不必
赘述，今年的中央公园已经白热化到可以
预见未来。而从华润“九里”系第一条“只
选择得天独厚之地块”也可以反推，华润本
次择址考究注定非凡。本次华润·公园九
里项目落子的区域位于中央公园南侧位
置，借鉴纽约中央公园的规划理念，可以说
是个绝佳位置。了解中央公园的市民知
道，整个中央公园由北向南依次规划中央
广场、活力水景、阳光草坡、半岛镜湖和密
林溪流五大景区，北边打造的是大型的公
共集会、庆典等公共交往城市空间，更多的
人造景观，而南边则不同，充分利用了现有
的森林和湖泊资源设置景观，营造自然生
态休闲，互动参与的家庭活动空间。而本
地块则是中央公园南侧最后的临公园地
块。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块位于中南公园
南侧的华润·公园九里，据守金开大道北侧
门户，便捷连接园博园、汽博中心、回兴等
地，是繁华与静谧的结合体。

独到社区规划

据了解，该项目将创著集公园大平
层、墅局洋房、合院别墅等于一体的公园
生活范本。根据规划，呈现的项目以远
观即可窥见不凡，据了解，首期A组团建
筑最高仅56米，以牺牲利润的方式，把生
态公园让给了更多的公园主人。从任何
一个方面衡量，空间处理都几近完美。
而外立面上，采用大面积的玻璃立面，增
添外观质感，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社区。
此外，据了解华润一方面在打造独特商
业街的同时，还将规划 1500 平米多功能

运动场，而项目南侧还规划了 10万方学
校用地。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该地块如此规划
打造产品，基本没有‘图钱’，而是看的更远
的‘前途’。”

顶级产品体系

没有名门基因，不足以论豪宅；没有品
质积淀，不足以谈传承。据了解，脉承华润

“九里系”血统，华润6C产品设计体系：含全
生命周期研究、灵动可变空间研究、多功能
收纳空间研究、餐厨空间研究、舒适居住体
验研究、景观功能化研究等将全面纳入本次
重庆九里项目。

此外，为传承九里系高端血统与对精
英阶层的极致考究，结合重庆市场个性，
华润在项目前期对近千余组客户进行了
深入访谈，超过100次的方案调整。项目
从总平布局到外立面、园林景观，充分考
虑市场诉求而缔造。据了解，在产品细
节方面，大平层产品，设置两梯三户，楼
间距最高达到 97 米，最大 270 度极致视
野。架空层休闲绿化面积约 1876 米，在
会餐区即可参与达到都市野趣。别墅产
品首设L形合院，让家的文化再次延续。
洋房产品不仅拥有7.4米横厅尺度，为尊
重代际生活习惯，更是设计打造了划代
式动线布置。

焦点》》

持三十年匠心修为
华润·公园九里铸世界级城央公园范本

这是2008年《重庆晨报》的一则原文
报道：“2007年4月渝洽会，华润置地以近
20亿元取得杨家坪建设厂的开发权。建
设厂老厂区虽经历多次改造，但面貌与周
边城市环境有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杨家坪商圈的发展，成为制约九龙坡区
城市形象提升的因素之一。今年4月已经
开工的华润将投资80亿元建成城市综合
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杨家坪商圈的
品质，打破杨家坪商业的发展瓶颈，提升区
域商业形象。”

有目共睹的是，华润曾经许下的诺言全
部兑现了：占地1050亩，建筑面积260万平
方米的华润·二十四城，已经成为九龙坡区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城市综合体滨江复合
型社区，无愧于重庆主城区内位置最好的千
亩大盘称誉；2014年，万象城开业当天创下
40万人购物人流，1500万营业额盛况；华
润大厦更是荣获“美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
LEED认证金奖”、重庆“九龙坡政府重点楼
宇”项目，书写重庆商务办公标准，成为屹立
在重庆的又一座城市地标级建筑。在重庆
北滨路上，北滨路上的生态品质住宅华润·
中央公园，凭借着小区内迷人的亚热带风
光，营造出“在城市中度假”的空间氛围，彻
底颠覆了重庆人对城市居住品质与环境的
认知。

这个从改造到改变的故事由华润置地

潜心演绎了近10年，而一直没有变的是匠
心。据华润置地相关工作人员透露，“华润
细心研发，精准定位，其中二十四城外墙砖
打样花了三四个月，一般工地的外墙砖只有
两种，二十四城外墙砖一共十种，最大的几
十斤重，很多砖的磨具都是重新设计的，甚
至每块砖的颜色都是经过专门定制，砖的位
置都是经过编号的。最后因为体积大加工
慢，不得不空运过来，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很
多成本，但华润追求更多的是产品的品质，
这就是华润的工匠精神，就是不断地追求，
不安于现状，才有了华润如今的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

“纵观中国地产发展简史，你会发现有
一个企业的早在几十年前就‘锁定了’今天
的城市发展核心要素，那便是华润置地，其
品牌理念——‘品质给城市更多改变’。在
今天来看，可谓恰如其分。”资深业内人士费
先生谈到，“城市之魂在于品质，这个观点已
经在发达国家被广泛认可，城市可大可小关
键要有品质。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既热衷
于全球面积最大的城市东京，同样也会对面
积仅为715.8平方公里的“花园城市”新加
坡津津乐道。”

正如费先生所言，品质是城市之魂，也
正是仗着能够赋予城市灵魂，才被重庆市场
所高度认可，华润的品质标杆“九里系”产品
才能引领城市人居标杆。

纵深》》

十年入渝 从改造到改变
华润给予了城市更多想象和期望

热评》》

业内大咖说
引
言

维多利亚港湾华润集团大厦维多利亚港湾华润集团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