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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为构建美丽城市注入新活力
建筑工人在工地挥汗如雨、快递小哥在街巷穿

梭忙碌、工厂工人在流水线埋首奋战……每一份不平

凡，皆由每一个平凡的人所创造，每一份小小的坚守

与坚持、辛勤与忙碌，建设着一座座欣欣向荣的城市，

共同构成了不平凡的2020年。

这一年，基于对城市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区域未

来的前瞻洞见、对土地肌理的毫厘精研、对建筑的不

断赋能迭新，融创与所有城市共建者一同努力，创造

着城市的活力与欢乐，展现着城市的魅力与精彩，传

递着城市的爱与温暖。

内外兼修营造美好生活

融创美好城市共建为城市居民打
造更具幸福感的生活方式。于外，是具
有高维度美学的社区形态；于内，则是
用心的社区服务。

一直以来，融创都坚持传承历史文
脉，以“只定制不复制，让建筑在土地上
自然生长”的设计理念表达着对每一块
土地的充分尊重。

去年 6月亮相的中式谱系唐风作
品——昆明融创文旅城九雲府二期，以

“盛唐文化”为蓝本，从宫、苑、桥、亭、
巷、山石、草木、宫灯、细节 9个方面，尽
可能诠释唐代建筑的场景特色；同时依
托所在地块西山、草海、湿地的景观优
势，将充满现代感的金属、大面积落地
玻璃和简约的线条等形式，融入具有

“唐韵”的建筑形态中，形成兼具传统美
学和现代功能的特色住宅风貌。

去年亮相的环球融创蔚蓝城，引入

融创“森·活·里”概念，内造五重园林中
庭景观以及融创·雁来湖小镇规划的
1200亩湿地公园，无不是对社区美学形
态的充分表达。如果说社区的建筑、景
观是用眼睛看到的美好，那无微不至的
服务就是用心感受到的温暖。

深夜归家，打个电话融创服务就安
排专人一路陪伴；房修工程师会定期主
动联系并进行检查，尽可能杜绝漏雨漏
水等问题；接房后还未来得及装修的空
置期，会有人定期为房屋开窗通风、关
窗防雨……融创云南的“归心 100+”全
周期满意度服务链，以 10个环节、35项
服务内容和 178个服务场景，串联起了
业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 7万多户住
户中有口皆碑。

2020年，融创云南累计解决业主问
题4873件，举办社区活动、社群活动200
余次，总参与人数超2万人次。

环球融创滇池南湾未来城、昆明融
创文旅城、普洱国际健康城、西双版纳
江心岛……一直以来，融创都紧循城市
发展战略与方针，积极参与城市共建，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文旅产业，积极建
设公园城市。躬身入局城市建设，为城
市新型区域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共同
推动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整合
四大平台形成聚合效应

依托六大板块的综合产业实力，
2020年，融创西南集合全球强势产业资
源，搭建了康养、民宿、教育、农旅四大
产业平台，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
源，形成聚合效应，为美好城市共建提
供更多助力。

其中，联合 MCS 构建养老服务平
台，打造高端养老运能；联合天亿成立
以体检为核心的健康管理平台，利用天
亿优势及其大健康产业联盟，落地社区
智能健康管理中心；联合强森医疗补齐
基础医疗、互联医疗、分级转诊的社区
医疗平台，构建 3级医疗服务体系。目
前，康养服务已经在普洱国际健康城等
项目落地。

联合云大附中、绵实教育、上海光
华、创世纪教育等优质资源，成立服务
各城市公司的基础教育（K12学校）合资
公司，形成集教育资源整合、展示体验、
运营服务、产业孵化于一体的自生教育
体系。通过教育平台的搭建，已经在昆
明多个项目上，快速确立了云大附中教
育资源落位。

与农旅行业的头部企业——田园
东方成立合资公司，搭建集农旅资源整
合、运营服务、投资孵化、展示体验于一
体的产学研平台。预计将通过该平台，
在广南县石斛湾小镇打造田园农旅产
业项目，满足现代都市人心灵刚需诉
求，促进当地旅游业从传统观光向度假
目的地迭代。

2020年 10月，融创联动民宿头部
品牌和民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成立
了西南首个民宿产业平台，搭建起产
学研一体化的完整体系。这个平台，
不仅是资源整合平台，也是运营服务
平台，还是培育孵化平台，将通过产
业化运营和集群化发展，促进民宿产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这个平台
下的民宿产业学院，已在滇池南湾未
来城落地，将聚集业内师资力量，提
供职业培养、创业辅导等，推动云南

民宿集群化发展。

文旅发力
多点串联赋能城市经济

融创依托自身产业能力和六大板
块产业的协同作用，围绕“文旅+产业+
生活”建立起“微度假”和“旅游目的地”
双核发展的旅居体系，以产业赋能城市
经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融创在2020年
都展现出对云南文旅产业发展的强大
推动力。伴随着昆明融创文旅城开业满
1年，文旅城在提供就业岗位、改善区域
旅游格局、拉动区域消费方面，均为区
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据统计，昆
明文旅城 2020年接待游客超 1000万人
次，营业额达 1.65亿元，其中乐园 1.2亿
元、酒店 4500万元，项目整体解决就业
人数达 3000 人，带动消费近 2 亿元。
2020年 11月 24日，融创文旅城二期奠
基，携手华发、云安集团，形成三强联
动，紧紧围绕片区“文旅核心、会议会展
核心、医疗康养核心”的规划愿景，提升
片区人文教育、康养医疗、会议会展、旅
游等产业板块的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
扩容草海“城市会客厅”内容元素。

而融创在云南的另一重要文旅项
目——环球融创滇池南湾未来城，作为
云南率先实施“艺术+文旅”的文化旅游
融合项目，也将在环滇池旅游产业转型
发展中发挥战略引领、旅游引擎、服务
集散、交通辐射带动等作用，成为晋宁
区文旅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目
前，项目的先导区五渔邨小镇，正在打
造“一街三廊五组团”特色景观体系。通
过 3大旅游线路和 12大特色主题业态，
实现中外文化与云南特色文化交融、生
态环保与特色产业共建、运动康养等多
元文化与现代旅游的交织。

除了环滇布局，融创还在云南省其
他区域不断落子文旅产业。2020年，在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启动环球融创观
澜云顶和江心岛项目，分别以雨林文
化和傣乡文化为主题，打造独特的文
旅小镇；与大理市达成意向落位影都
项目，打造立足云南、辐射西南、影响
全国的全产业链数字影视文化基地，
助力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在昭通市
建设融创凤凰山国际文旅小镇；在普
洱市打造融创普洱国际健康城；在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布局环球融创普者
黑阿诺小镇项目，文旅产业布局版图
逐渐扩大，形成集群化的产业引擎。

责任大考交出优异答卷

2020年，疫情防控、决战脱贫攻坚，
是大战，也是大考。于企业而言，考验着
企业是否能与地方发展荣融与共，在有
序的商业运作之外，担起更大的社会责
任。这同样是城市共建的题中之义。

一直以来，融创始终将企业发展与
社会责任相结合，以大爱反哺社会，推
动社会美好前行。自融创公益基金会成
立以来，围绕乡村振兴、教育扶智、古建
保护三大领域开展公益行动，已累计捐
赠超过 26亿元。其中，在云南积极参与
教育扶贫、乡村振兴、环保、救灾等公益
事业，并促成公益善行在云南的持续落
地，2020年全年捐款2亿余元。

2020 年初疫情期间，融创云南地
产公司与社区组织协调疫情防控工
作，并协助防疫部门采购物资，期间共
计捐款约 130万元；为旗下运营中的文
旅城商业项目所有店铺进行租金减
免，惠及商户近 200 家，免除租金近
500万元；开展爱心助农活动，通过送
菜上门和提供补贴，既解决了宅家业
主的“菜篮子”需求，也为云南农产品
的销售提供了一条途径。

在脱贫攻坚“战场”，融创向文山州
广南县捐赠 1亿元，其中 6000万元专项
用于实施“两不愁三保障”脱贫达标中
住房补短板项目，解决广南县贫困群众
住房安全稳固、厨卫入户、人畜分离等

问题，涉及 9个乡（镇），补助 18750户，
助推广南县脱贫摘帽。4000万元专项用
于融创·中国石斛湾旅游项目建设，以

“旅游+”的思路，充分挖掘当地特色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产、销、学、研、
游”的运营模式，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
农业，发挥农村资产整合优势，为广南
石斛产业链的延伸发展注入活力。截至
2020年 7月，由融创承接的全部危房改
造补短板项目已经落实到位，为贫困群
众圆了“安居梦”；还将在今年 5月完成
主题民宿试运营，积极推进铁皮石斛产
业打造、旅游线路拓展等工作，再圆群
众的“乐业梦”。

此外，去年7月，向昆明理工大学捐
赠1亿元，设立“昆明理工大学融创学科
建设基金”，助力“绿色三张牌”的一流学
科建设以及争创“双一流”大学等工作，
支持云南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在企业社会担当的大考中，融创云
南交出了优异的答卷。

2021 年，城市发展踏上了新的征
程，需要更多企业的合力共建。在共建
美好城市的语境下，突破传统开发的
桎梏，与城市共绘城市蓝图，共兴城市
产业，共生城市空间，共育城市特色，
共树城市精神，共立城市教育；与城市
中每一个平凡的人，一起在平凡的日
常点滴中，创造不平凡的时代业绩。

截至2020年 融创在云南已进入10座城市，布局26个项目 融创云南销售业绩241.35亿元在昆明项目遍布6区1市 融创云南交付项目7个，服务业主77000户

致敬城市共建者
2021年 2月，融创云南展开了

一场向城市共建者致敬活动：连
续 4天在昆明融创文旅城和环球
融创·滇池南湾未来城免费公演
新年系列极光秀，夜空中的光束
闪耀成耀眼的烟花，为不能与家
人团聚的人们带来浓浓的年味；
走访餐厅、剧院、社区超市等，与
经营者进行深度对话，将他们在
过去一年中所经历的艰难与付
出，用视频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
到；由融创旗下 7个项目的员工组
成志愿者团队，走上街头为快递
小哥、医护人员、公交司机、环卫
工人、交通警察、地铁安检等 1000
余位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城市共
建者送上新春暖心礼包；发起“了
不起的我们”全民互动活动，号召
网友分享生活中帮助他人、服务

社会的点滴，包括深夜送陌生的
异乡人去车站、乡村大叔耐心教
邻里乡亲唱歌……大家纷纷讲述
自己的故事，并为彼此点赞，共有
超过 1.1 万位网友参与此次互动
话题讨论。

这一系列致敬活动，是融创进
阶为“美好城市共建者”后，怀着全
新身份和与之相匹配的使命感，用
温暖和充满爱的方式，将与城市共
同担当、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作为新
的企业价值观，向全社会传递的一
次实践。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活动，它
平凡也不平凡。因为每一个参与进
来的人都是平凡之人，他们所做的
每一件事也都是平凡之事，然而融
创把千千万万个城市共建者平凡的
故事联系在一起，就看到微光所汇
成的波澜壮阔的城市发展画卷。

链接

李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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