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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科·御澜道

VANKE METROPOLITAN 

全 球 化 生 活 范 本

项目地点：重庆·江北嘴·新溉大道与北滨路交汇处      开发商：万科（重庆）房地产有限公司（重庆溪畔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公司：万科“睿管家”服务体系      

占地面积：约 102658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646386.30 平方米      主力户型面积：约 106 平方米 -366 平方米      建筑类别：建筑综合体、高层、板楼、塔楼      总 户 数：约 2800 套      

项目特色：江北嘴 CBD 唯一配套生活区、CBD 洋房、全球化大平层豪邸      容积率：全期约 4.5  一期约 3.23  二至四期约 5.35           

开盘时间：预计 2015 年 1 月      产权年限：50 年      建筑设计：Robert A.M.Stern      园林景观设计：Laurie.D.Olin      商业设计：Woods Bagot  

工程档案

万科在探索全球化都会一贯秉承的建筑理念中发现：全球领先的建筑，理应实现人与城

市的和谐共融；万科·御澜道取经世界范本级都会，以更前瞻性的全球化生活规格；创

著城市生活性与自然宜居感完美结合的生活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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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价值

地理位置

地处江北嘴 CBD 配套生活区的万科·御澜道，属溉澜溪

片区“一谷三组团”的空间结构。“一谷”即溉澜溪溪谷，

及其周边公园绿地；“三组团”分别是海尔路以东由溉澜

溪为界，划分出两个相对独立的江北嘴 CBD 拓展区、生

态居住组团，以及海尔路以西的溉澜溪体育组团。御澜道

坐拥 CBD 核心内优质自然资源，江北嘴最宜居高端生态

居住空间由此呈现。

板块价值（江北嘴）

万科·御澜道择地江北嘴，享有中国中西部地区世界级经

济道场不可复制的稀缺性。作为内陆国家级新区，江北嘴

拥有其他土地梦寐以求的广阔国际视野。独具城市土地制

高点与国家战略导向双重价值的江北嘴，无疑将成为中国

中西部地区对话世界的金融商务核心区。

产品定位

如同中央公园区之于曼哈顿，万科·御澜道并非普通商业

住宅产品，而是通过其核心地块价值和设计承载的文化理

念，达到树立重庆全球化生活标杆的目的。作为万科全球

化战略的第一步，御澜道不仅是万科入渝 6 年来呕心沥血

的答卷之作，对重庆城市领袖圈层而言，独具涉外资质的

御澜道问世，亦代表着为重庆带来更前瞻性的生活方式，

搭建起对话世界的宽阔平台。

为空间的尺度，定制建筑的布局

整体规划

美式 block 设计，践行六重人居理念

斯特恩（Robert.A.M.Stern）主张以建筑弥补城市中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缺失，希望通过街区内的建筑群落，创造出

街区内部共享的专属庭院尺度。通过缩短人与景观，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斯特恩以原滋原味的美式 block 围合式设

计，实现六重人居理念。经过严密设置的三重归家动线，

从公共空间，到半私密空间，再至私密空间，最终形成由

户外到室内的转换，让业主归家成为生活惊喜的开始。

三轴六岛九院，布局高规格奢居

社区划分为入口花园与会所区、中央公园区、花园区、空

中泳池区、滨水区、精品街区六大城邦区域，在寸土寸金

的CBD实现由三大景观轴领衔的1个公园、2条林荫大道、

3 条步行街道、4 个广场、6 岛城邦、9 座院落的生态景观。

三轴：依照溉澜溪溪径确定的社区中央轴线，将社区内部

园林景观与社区外部自然景观有机的结合起来，将天空、

江域、溪流收纳至社区景观内，完成人与自然，社区与自

然的互动。

六岛：六岛城邦，依据社区景观资源的分布特征，因地制

宜打造出具有不同的景观与建筑序列。

九院：作为归家路径的最后一步，围合式的九个院落实现

由公共空间向私密空间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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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万科·御澜道采用通透性更大化的建筑布局，基于项目紧

邻长江、河谷纵横，地块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海拔落差

达 26 米左右这一特点，采用点式单体、分散布局，融合

通透的形态空间和院落空间，组团之间的高层群体组织既

有高度的变化，又有前后的位置变化，以减小其尺度感，

增加空间趣味。同时对高层塔楼的形态和高度进行精心设

计，采用高低错落的排列方式与低多层建筑营造出视觉不

重复的建筑样式，不同组团的高度以 100 米、150 米、

180 米三个不同层次的高度变化，拒绝了传统的前排洋房

景观规划

万科·御澜道的景观设计以“浓缩的纽约生活”为主线，

将纽约街区的真实绿植景观带入到项目中。其中近 1 万平

方米中央公园是整个社区的“绿肺”，以纽约曼哈顿“中

央公园”为蓝本，营造了极其丰富的生态环境与人居活动

空间。

会所旁的花园将采用纽约原滋原味的“布莱恩特公园”的

设计元素，纯正美式休闲生活方式入驻重庆。玫瑰花园仿

照自美国白宫的玫瑰园，将种植上百株各色玫瑰，浪漫风

情开启约 200 多米林荫景观大道的美妙旅程，以百年桂花

王、蓝花楹等点缀土地，让白天的忙碌，在这里得到卸载。

花园的东南角的中式风水古亭，是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古

物。为了最大程度保留古亭的原始风貌，万科·御澜道采

用了整体迁移的技术，其迁移费用大大超过购买价格本身，

从迁移费一项便可看出万科对御澜道项目的品质要求已达

到了极致。

后排高层的排布体系，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建筑视觉感。

项目建筑立面采用后现代古典建筑风格，以典雅、厚重、

体量感为基本特征。对建筑整体采取错、漏、退的设计处

理手法，与现代城市环境氛围和谐一致。建筑立面简洁明

朗又不乏细部，形成丰富的空间效果和戏剧化的阴影关系。

万科·御澜道的多层洋房，和高层塔楼的顶端部分，均采

用了退台式设计。退台的外型类似于台阶，住宅的建筑面

积由底层向上逐渐减少。退台设计真正做到了坐在家中，

就可拥有天与地，让家更大程度地迎接阳光和空气。

在材质上，与目前市面上普通住宅产品常见的透水砖不同，

万科·御澜道采用的是具有原石感的透水砖材料，配合项

目周边的公园、山体、溪流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添宜居

生态性。隔墙材料采用吸音防潮的多孔隔墙砖，即便身处

CBD 繁华之中，也保证居家生活安享宁静。

澜会会所

万科·御澜道销售中心设于澜会会所，由斯特恩担纲打造，后现代古典主义尽显全球化典范豪宅尊崇气质。销售中心分为洽谈区，模型体验区与休息区。客户在迎宾团队欢迎下进入大

厅，由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跟进。身处模型体验区仿佛走进图书馆，壁柜里摆满各类书籍。项目模型造型精致，根据讲解节奏自动亮起指示灯。洽谈板块分为吸烟与非吸烟区，整齐的

摆放着御澜道资料。休息区与洽谈区分离，在钢琴演奏中，环境轻松优雅。客户可在此享用精美点心饮料，阅读澜会杂志和其他书籍。 



115114   

Real Estate Frontier Jan.  / Feb. 2015品鉴·示范区  Tasting·Demonstration Zone

户型方正，格局爽朗，功能分布恰到好处；

阔景阳台，收纳更多户外风景；超大主卧

可搭独立衣帽间，4 件套卫浴；风情飘窗

引阳光入室，实现主卧悠居光景；双套房

格局，阔绰尺度更显主人非凡；储物间实

现空间多变格局；大面积厨房设计，乐享

更多生活逸趣；行政级别迎宾厅，彰显主

人待客之道；直达电梯入户，非凡尺度尽

显生活排场。

套内面积 约：125m²   建筑面积 约：155m²

套内面积 约：181m²   建筑面积 约：227m²

城央上空平层豪邸，高标准制定空间功能；

约 9 米超视距景观阳台，咫尺 CBD 天际线；

约 43 平米豪华大主卧套房，无缝对接阔景

阳台；独立衣帽间、卫浴 4 件套彰显从容生

活；约 7.8 米面宽客厅，配专享多功能阳光

厅；双套房格局，阔绰空间更配独立家政空

间；厨房空间大尺度，乐享自如烹饪情调；

行政级双迎宾厅，彰显主人待客之道；直达

电梯，非凡尺度尽显生活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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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澜道：全球化生活范本的 15 个魔鬼细节

万科在踏访世界各地后发现，举世的建筑瑰宝无一例外的

以传世手工的方式呈现，无论是西方史诗中的恢弘建筑还

是历经朝代更替的中式高堂庙宇，这条准则均贯行其中，

而建筑，归根结底是严苛工艺与考究材质的完美结合。

细节 1：喷泉——全球屈指可数的私家御品

御澜道的太阳喷泉，来自世界品牌 OMNI，该品牌历来只

效忠于全球首脑级人物的私家会所，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

毫不掩饰他对私家花园中 OMNI 喷泉的喜爱。订购 OMNI

喷泉之前，万科需要提前 2 个月提交项目资料，以完成资

质审核流程，喷泉制作周期超过约 20 个月。喷泉所有弧度、

线条均严格按照鲁班尺的“吉”尺度打造，遵循豪宅风水

哲学；石材拼接处的缝隙，肉眼观之难以察觉，恍若整体

雕筑；技术的领先，使喷泉出水的水膜薄而均匀，且用水

量少，水声极小，即便在迎风状态下也能达到极佳的水型

效果。

细节 2：状元古亭——怀藏 300 年的持念，终有幸亲鉴这

时代的格局

御澜道布莱恩广场的古亭，是约 300 多年历史的古建筑。

古亭原址位于山西运城，被当地人尊称为“状元亭”，相

传是清代以来上京赶考学子的必经之地，途径该亭成为状

元、榜眼、探花的考生不计其数。为最大程度保留古亭的

原始风貌，御澜道采用整体迁运技术运抵重庆。

细节 3：无边界泳池——眺望 CBD 璀璨全貌的视野

御澜道于半山区打造无边界泳池，泳池的特殊设计让水体

看起来如同延伸至视野的边际，配合所在区域的高低落差，

形成极为震撼的视觉效果。

细节 4：立面——以工艺品的方式，诞生的奢华建筑

御澜道建筑立面整体采用的是号称“时间记录者”的石

材——锈石。锈石的纹理以及颜色，会根据时间的不同发

生改变。建筑整体造型以亚光面呈现。腰线以上部分以凿

锤方式，形成荔枝面墙体，腰线以下部分为自然面，形成

更加庄重的体量感。为了保持所有建筑外立面颜色保持整

体的有序性，所有的玻璃均使用超白玻，以尽量减少玻璃

的色彩偏向，而超白玻价格更是普通高端玻璃的 3-4 倍。

会所室内更以卢浮宫外墙相同石材铺陈，以体现整体的恢

弘气度。为将会所室内环境更好的彰显，室内漆的使用上，

更是采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室内使用的进口漆，以石膏与

动物油脂混合制成，让室内光线更为饱满。

细节 5：整体石材——以建筑遗产的标准，精工打造

会所转角的石材、线条等，耗料以立方取代平方计算，摈

弃传统手法的材质拼砌，均采用整块石材雕刻而成。采

用整块石材做建筑转角的好处在于，即便历经时间与自然

的打磨，建筑亦可以保持原本的面貌，不会开裂，脱胶的

痕迹。正是为这苛求建筑细节的完美延续，石材废料率约

76%。

细节 6：水刀拼花——大师亲笔手稿，绝无仅有的美学定

制

会所地拼设计全部由斯特恩手工绘制完成，包括备选方案

在内的每一幅手稿都无法复制。淘汰近 112 组备选方案后，

敲定最终整体地拼设计。

细节 7：定制模具——以不复再现的信念，浇筑这不可一

世的荣耀

御澜道的会所廊架柱头以及诸多建筑细节，部分使用卷曲

式花边，该工艺导致所有雕栏只能采用整体开模的模具进

行灌注，不仅更耗工耗时。并且只有在破坏模具之后，才

可以将雕栏取出。其模具只能使用一次，模具的制作费用

远高于雕栏本身。

细节 8：铁艺——以近乎夸张的工艺兑现

万科·御澜道对于铁艺造型的要求极高，其会所栏杆以及

项目内多处铁艺，均采用领先行业的航天工艺整体成型，

每米造价为一般铁艺造价的数倍。每一处的铁艺喷漆更是

使用手机背壳的喷漆，奢侈程度可见一斑。

细节 9：智能归家

御澜道全面配备智能归家系统，车库入口远程识别主人身

份后，入口车杆将自动抬起，主人不必停车刷卡，实现从

社区入口——车库——电梯 3 步零人工流程，全面颠覆传

统小区归家的繁琐程序。

细节 10：双大堂

高端客群的生活以汽车为中心的时候越来越多，地下停车

场已经成为人们回家的一条重要的轴线。高层双大堂式归

家路径，考虑步行业主以及驾车回家业主的尊崇需要，驾

车回家的业主由车库步入地下大堂，社区内步行业主则从

一层大堂回家，让社区的每个成员均可受尊崇和舒适感。

细节 11：专梯入户

乘坐电梯，刷卡即可直抵家门，保证了业主的安全性及私

密性。同时配备保姆电梯。

细节 12：迎宾厅——玄关 :

楼层电梯出口处迎宾厅，以名门气质的方正玄关呈现。周

正空间彰显尊崇仪式感。

细节 13：电梯宠物按钮

考虑到部分业主与宠物共同搭乘电梯会感到不适，御澜道

在电梯轿厢内设置宠物按钮，等待电梯的业主可及时获得

宠物乘梯告知，避免乘梯不悦。

细节 14：蓝花楹

御澜道以不菲价格从南美洲批量引进蓝花楹，打造温馨“蓝

花楹林荫道”。每一株都经过精挑细选，统一树干直径约

20 厘米，只为让你每个不经意的一瞥，都能撞见御澜道

的浪漫视线。

细节 15：桂花王

由植物营造而出仪式感，被园林大师劳里·欧林视为自然

与人相互尊重的重要准则。御澜道以数十万每株的价格购

入数棵桂花王栽植于社区，每株桂花王树高约 10 米，以

自然礼仪衬托 CBD 贵胄的至高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