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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品质生活全新时代

2009年首次登陆上海时，浦东星河湾
便以“全成品房、醉美园林、匠心工艺”等
关键词震动业内外，带动了其所在的浦东
花木区域的全新蜕变，引发上海房产市场
对于高品质住宅的集体思考。

翻开解放日报的资料库，2009年 8月
期间，曾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报道了当
时浦东星河湾的开盘盛况和细节品质，引
发业内外津津乐道其建造法则、揣摩借鉴
其工艺手法，星河湾俨然成为十年前上海
楼市的主角。

十年来，星河湾上海对住宅的考量标
准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从地段、面积、装
修等硬实力，转向软硬实力并重；从聚焦
产品品质，到全面聚焦生活品质，再到对
居住品质内涵的不断思考和深入，反哺着
星河湾品牌的开发实践。而独特的品质生
活方式，是星河湾与其他社区最大的差异
所在，也颇受星河湾业主们的认可。

《墨子》有云：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
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星河湾人知道，由“产品思维”向“用户思
维”进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用户需求已从
2D 的房子转化成 3D 的立体生活服务体
系， 住宅在满足人们居住需求的同时，还
需要能够进一步满足人们精神世界的改
变。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快速迈向卓越的国
际大都市，“充盈的精神空间”是财智精英

人群的必需品。业主对于品质的衡量，贯穿
于个性化、多样化的生活体验，涵盖产品、服
务、文化、艺术、邻里关系等多重维度。

追求精雕细琢扎实内功

十年，上海三座星河湾。在求同趋快的
行业环境映衬下，星河湾的“慢”，似乎显得
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细究其“慢”的背后，

是星河湾“舍得、用心、创新”的企业理念与
行为准则。

星河湾集团董事长黄文仔曾反复对员
工强调：“做快是本事， 做慢才是真功夫。企
业要耐得住寂寞，花上几年功夫考量、琢磨
一个好的产品， 担得起前期巨大投入的风
险，经得住客户的百般挑剔。”星河湾品质创
新的动力之源从来都是人居体验， 而非规
模、利润或是市场占有率。不论外部市场如
何变化，星河湾恪守自己的价值观，始终坚
持以品质筑居为内核。

有人说，星河湾园林是各大开发商争相
学习的对象。星河湾上海坚持打造“同纬度
醉美园林”。其中，移植的树木并不是到了要

开发项目需要栽种时，才临时采买、运输、种
植，而是将树种通过全冠移植技术，提前数
年种植于本土苗圃，等到树种存活、成长、修
剪美观后，再移植到园区合适的位置。

还有人说，星河湾社区内的水系同样精
彩，既有与黄蜡石搭配的叠水，又有大面积
梦幻星光泳湖， 还有宅前屋后环绕的护城
河。星河湾舍得用一切最好的东西去美化业
主生活的小区，从未以成本设置限制。

十年“慢”，才有了被誉为“立方艺术空
间”独一无二的星河湾，有了接近满分的交
房满意度，有了承载一个个家庭美好生活体
验的珍贵载体。就如黄文仔所说：“所谓事无
巨细，看似一些小节、小事，最终呈现时却处
处以小见大，需要用心、细致。”

美好生活致敬上海十年

在坚守品质的道路上， 对生活方式的持
续探索，已经内化为星河湾的核心竞争力，而
星河湾上海十年来，着力客户体验，将人文精
神注入社区运营的诸多创新实践， 视业主为
家人，营造星河湾业主共同的理想家园。

在星河湾生活学院的指导下， 星河湾上
海已经发展出数十个社团，涵盖声乐、京剧、

舞蹈、国学、足球等多个领域。近两年，星河湾
更是运用新营销思维， 通过多种创新形式将
优质文化艺术引入社区， 让各个年龄阶段的
业主不出家门就能“艺有所乐、艺有所得”。

2017年 7月，浦东星河湾落地中国宝库
001号， 成为国内首家引入高端宝库管理服
务与社区艺术馆的社区。同年 8月，“李云迪
生活家空间”在星河湾全面落地。而作为星
河湾上海公司新十年的起始，2018年星河湾
再次升级社区文化生活，以“暑期梦想计划、

家庭艺术节、国际葡萄酒艺术社区”等社区
活动，多维度满足每一位业主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

生活、事业、修为，邻居、朋友、伙伴，十
年用心经营，越来越多的关爱故事在星河湾
上海上演，越来越多的社区活动在星河湾上
海落地。今年恰逢星河湾上海公司成立十周
年，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各类活动贯穿全
年，“星粉”们欢庆着属于他们的这一生日。

一幅幅美好生活图景，不断引发更多财
智精英人群共鸣的同时，也诠释着星河湾在
上海十年的深耕之道：超百米栋距、星河湾
酒店、精品商业街、双语学校等高品质生活
配套，以美好生活范本的形式致敬上海。

今年 9月， 星河湾上海公司由城市公
司升级为区域公司，扩大了管理半径，为未
来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未来星河湾上海区
域公司将以上海为核心，向长三角乃至更大
区域发展。

森兰星河湾值得期待

截至目前， 上海已拥有三座星河湾项
目：浦东星河湾的经典、上海星河湾的大社
区、森兰星河湾的国际化，均以星河湾的恒
定标准演绎鲜明的社区特色，共同为上海这

座国际大都市塑造最美的城市天际线和城
市封面。

星河湾一直对项目的布局和落子较为
审慎，在全国其他城市，即使是集团大本营
所在地广州，也仅有两座星河湾。作为集团
发展战略的桥头堡，“三星耀上海”表明了集
团深耕沪上的决心和雄心。

据介绍，森兰星河湾虽然是上海的第三
座星河湾，却是一座全新的星河湾。首先，其
所在的 6.01平方公里是上海新一代国际社
区，又是自贸区的特定区域，区位优势得天
独厚；其次，森兰的一级开发商外高桥股份
集团实力雄厚，森兰引进星河湾，正是看中
星河湾在品质打造上的标杆水准，未来森兰
星河湾将成为森兰高品质居住的一张亮丽
名片， 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预计将于
2019年正式面世。

美好生活年服务业主

在业内， 星河湾一直是匠心的代名词，

但工匠精神并不是守旧， 而是不断与时俱
进。如今，星河湾的品质已从简单的物理层
面向社区生活品质全面覆盖。

2017年，星河湾开启“社区运营元年”，

2018年的主题是 “美好生活年”，2019年还
要“让生活向上生长”。一年之中，星河湾要

做大大小小近百场社区活动， 上万名业主参
与，有耳熟能详的星河湾大会、星悦中国钢琴
大赛、冠军来了等，有各类主题游园会、健康医
疗进社区等，还有针对运动达人的网球、足球
比赛等，最大程度上丰富业主对美好生活的各
类需求。据悉，明年星河湾上海在社区运营上
将继续提升，营造更加丰富多彩的品质生活。

未来， 星河湾的竞争力将建立在产品品
质、社区生活和智能成品的三股合力。星河湾
能在产品打造上做到极致，也有实力在社区氛
围、智能成品方面同样做到极致。可能很多人
对星河湾的智能成品还不了解，作为高品质人
居的旗舰，星河湾将不止局限于眼前的人居智
能科技，而借助 AI的不断迭代，未来或许每一
位星河湾业主都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
机器人管家。

多元化发展畅想未来

今年，星河湾在上海市场的销售金额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究其原因，对于星河湾来说，楼
市高歌猛进时保持市场定力，坚定地打造产品
品质， 如今品质成为征服客户的有效武器。正
如巴菲特所说，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知道
谁一直在裸泳，而星河湾是那个一直做好准备
的人。

星河湾是一家多元化的集团公司， 有实

业、教育、酒店，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房地产板
块，未来将保持多元化发展之路，这主要体现
在两大方面：一是地域性，二是多样性。首先，

今年 9月，星河湾上海公司由城市公司升级为
区域公司，扩大了管理半径，将以上海为核心，

向长三角乃至更大区域发展。其次，在住宅板
块，除了目前开发的三座星河湾，未来还将有
一个新的品类的项目投入市场，目前已完成了
项目公司的设立和商标注册，切入的是这个品
类中的蓝海市场，将充分发挥星河湾在产品品
质、社区营造和客户圈层资源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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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惊艳大上海”到“三子耀申城”

星河湾上海：十年潜心铸就 百年品牌精神

以上海为核心，向长三角乃至更大区域发展

十年弹指一挥间，十年旧貌换新颜。
2009年 8 月，星河湾在浦东推出

第一座属于上海的浦东星河湾，创造
了申城的精装大平层时代；2010 年 10
月，位于闵行的上海星河湾面世，成为
沪上新的城市人居地标；2018 年，地处
外高桥的森兰星河湾动土开工，上海
也成为中国拥有三座星河湾的城市。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房地产

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
的居住水平和居住品质也得到了提
升。星河湾集团董事长黄文仔指出，市
场以前需要房子，现在需要好房子。中
国住房的品质不断提升，社区配套、文
化建设日益完善，大众的生活更加美
好。高质量发展时代下的中国企业将
要变换竞争赛道，未来会有更多的企
业聚焦于产品品质，更多的企业将选
择品质竞争。
星河湾追求一种与城市相融共生

的情感：黄墙、尖顶、钟楼勾勒出的天
际线，同纬度醉美的园林，如同欧洲的
百年建筑，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传承
和加载着城市的记忆。2018 年是星河
湾上海十周年，星河湾始终秉持“舍
得、用心、创新”的理念，正如黄文仔
董事长所言，相比较“量”，星河湾更
追求“质”，目标是每一个星河湾都成
为一个地方的标志性建筑，从环境到
服务，打造最好的人居。

2009年 8 月，浦东星
河湾首次开盘，开创精装大
平层时代

2009

2010年 10 月，上海星
河湾首次开盘，给上海双倍
精彩

2010

2017
2017年 7 月，社区宝

库 001 号 & 艺术空间亮相
浦东星河湾

2017 2017年 8 月，首届“星
悦中国”全国钢琴大赛，李
云迪生活家空间落地上海

2018年 3 月，上海第
三座星河湾———森兰星河
湾正式开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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