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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之滨，从旧城棚户区到 65 栋高端写字
楼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新城正扬帆起航；从经济停滞到 150 余家
金融企业相继入驻，长江上游金融核心区金融集聚效应正日渐彰
显。“下有陆家嘴，上有江北嘴。”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借力两
江新区发展优势，正以方兴未艾的态势、蓬勃发展的势头，扼守长
江上游金融中心要冲，与下游上海陆家嘴遥相呼应，掀起了重庆两
江新区打造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高潮。

2002 年，重庆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以长江、嘉陵江汇合处
为中心，制定了以解放碑、江北嘴、弹子石为“金三角”的中央商务
区战略发展规划，其中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是以金融、商务、总部经
济等现代服务业为支柱的长江上游金融服务功能核心区，占地总
面积 3.5 平方公里。2010 年两江新区成立后，按照国家赋予两江
新区的战略定位，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成为两江新区打造长江上游
金融中心的核心区。

十年巨变 江北嘴CBD成为重庆耀眼的明珠

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2004 年，重庆市江北嘴中
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嘴集团”）勇担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建设发展大任，开启了一段十年如一日的艰辛建设旅
程。从 12 万人口、180 户企事业单位的整体搬迁，到 3.5 平方公里
的整体城市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招商引资，从破旧老城
到现代国际化都市窗口展示区，从传统工业为主到知名金融机构
集聚，江北嘴投资集团在两江交汇处书写了一座城市“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故事，成功构筑起江北嘴 CBD日渐崛起的金融高地！

江北嘴 CBD 的城市总体
规 划 ，创 造 性 地 与 江 北 城
2000余年的厚重历史文化结
合，构建起“双城、一轴、五区”
的城市发展空间，再配以重庆
的山水城市景观，形成了江北
嘴CBD独特的山水交融、人文
气息与经济发展和谐一体的
壮观蓝图，成为重庆发展国际
化大都市的璀璨明珠。

在规划宏伟蓝图的指引
下，江北嘴投资集团投资上
百亿，全面建设完成江北嘴
CBD 市政道路和管网工程，
加以轻轨、立交、长江黄金水
道，形成了江北嘴 CBD 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美轮美奂的重庆大
剧院、全国一流的重庆科技馆与修复的明清古建筑天主教堂、基督
教堂、明玉珍睿陵、测候亭等相得益彰、和谐统一，中西厚重文化结
合奠定了江北嘴 CBD 高端文化殿堂；而以嘉陵江江底水温为调
节，建设的江北嘴 CBD 热泵集中供冷供热项目，抛掉了片区 400
余万平方米写字楼的空调室外机，大幅降低江北嘴 CBD 城市“热
岛”效应，再配以 40%以上的城市绿化率，江北嘴 CBD 以一流的城
市生态环境展示在世人面前，热情拥抱中外企业共创财富！

2010 年，两江新区正式成立，聚焦了世界的目光。江北嘴
CBD 成为两江新区的烫金名片，土地出让全面完成，进入了火热的
项目形态开发阶段。香港九龙仓、中海地产、北京金融街、保利、万
科、恒大等实力开发商相继入驻，有力促进了片区项目建设全面开
花。目前，江北嘴 CBD 累计完成项目投资约 521亿元，累计在建面
积约 520 万平方米，已建成面积约 330 万平方米，65 栋高楼拔地而
起。预计到 2018年，江北嘴核心区项目将基本建成。

2015 年 4 月 24 日，江北嘴 CBD 首座超高层建筑——316 米高
的国金中心成功封顶，标志着江北嘴项目建设进入新高潮。未来，
江北嘴 CBD 打造的 470 米高重庆第一超高层建筑，将俯瞰重庆城
市山水景观，一览迷人夜景。江北嘴 CBD 大疏大密的城市规划特
色得到全面展示。

羽翼丰满 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即将振翅翱翔

作为长江上游金融核心区，江北嘴 CBD 从建设伊始，就受到
了金融机构高度关注。2008 年 12 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自行摘
牌，成为首家在江北嘴 CBD 建设全国总部大楼的金融机构；其后，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国华人寿、天平保
险等金融企业纷至沓来，齐聚江北嘴 CBD 建设总部大楼，共举江
北嘴金融核心区建设大旗。

更多的金融机构则将目光聚集在已建成国际甲级写字楼群。
2011 年 12 月，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正式落户江北嘴 CBD，成为江北
嘴 CBD 首家正式办公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平安金融、中国
人民人寿保险、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安诚保险等等，相继乔迁全国
总部或区域总部至江北嘴 CBD，闪闪夺目的金融机构 LOGO 矗立
在各写字楼顶，昭示着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功能正在凸显，功能开发
阶段全面来临。

2015 年 2 月 4 日，中国邮储银行重庆分行正式签约入驻江北
嘴·金融城 1 号。而其选址过程，则受到中国邮储银行总行高度关
注，总行多位领导相继多次到重庆各区域考察，最终决定落户江北
嘴·金融城。正如其分行领导在签约仪式上说，总行领导在看中江
北嘴 CBD 良好的政务环境和高效的金融服务水平同时，江北嘴·
金融城项目优质的软、硬件条件也打动了他们的心。中国邮储银
行总行领导如此关注重庆分行选址，更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由
其牵头筹备的邮储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总部，将随重庆分行共同落
户江北嘴·金融城。

在江北嘴中央商务区，还有私募、股权基金、小贷、担保、财务
公司等更多的创新性金融机构落户。初步统计，江北嘴现已入驻
企业 200 余家。其中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全国或区
域性总部 40 余家，外资银行两家，创新性金融企业近百家，另有会
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金融中介服务企业多家。江北嘴金融产
业呈现全面发展势头，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为主体，创新
型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互相促进的金融业发展体系。尤其是
邮储银行金融租赁公司、昆仑金融租赁公司将全国总部机构落户

江北嘴 CBD，彰显了江北嘴金
融核心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展现了江北嘴 CBD 金融机构集
聚的功能和形象。

在汇聚金融机构的同时，一
大批知名企事业单位也将总部
设置于此。重庆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重庆银行监督管理局、
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市
民商投资控股集团、中科建设集
团公司、韩国 GS 机构等知名企
业现已入驻金融城 1 号、2 号。
总部企业积极谋划产业全国布
局，总部经济正在江北嘴中央商
务区蓬勃兴起。配套的商业中

心群，被重庆市政府规划为高端商业集聚区，90万平方米的大体量，
将重点发展以时尚商品、五星级酒店、高端餐饮、会议、休闲娱乐为
主等各类商业产业形态，打造江北嘴CBD“不夜城”。

展望未来 江北嘴CBD辐射中国西部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经过十年开发建设，江北嘴
CBD 已实现了华丽转身，但相较于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等成熟
的金融中央商务区，江北嘴金融核心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江北
嘴中央商务区将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借助两江新区
大开发大开放的辐射、扩散效应，进一步汇聚优惠政策，加快江北
嘴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

在金融功能集聚上，江北嘴 CBD 将借助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
展，加快互联网金融在区域的快速发展，增强江北嘴金融核心区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重点有五个方面：一是继续大力引进外资金融
机构、市外金融机构落户江北嘴 CBD；二是实现江北嘴金融要素市
场的突破和扩大，争取一批实体产业全国交易中心在江北嘴 CBD
布局；三是争取在江北嘴 CBD 布局建设国际贸易结算、跨境人民
币结算等结算中心；四是积极引进一批大型企业转型金融产业中
的总部机构入驻；五是积极引进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打造创新型
金融集聚区。

在城市开发建设上，江北嘴 CBD 将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高江北嘴 CBD 国际化大都市品质；走出
去、引进来，积极邀请一批国际精品时尚商品、国际品牌旗舰店、高
端餐饮、主题广场等高端商业在江北嘴 CBD 规划布局，增强江北
嘴 CBD活力。

预计到2018年，江北嘴CBD将全面建成。届时，这里将集聚重
庆80%的金融机构、30%的存贷款余额，成为影响重庆、辐射西部的
长江上游金融核心区，助推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9 年，重庆市江北嘴置业
有限公司逆金融危机之趋势，通
过招拍挂，陆续摘牌取得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 242 亩土地，掀起了
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建设高潮，拉
开了江北嘴·金融城开发序幕。
金融城建设体量 168 万平方米，
占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核心区域
总开发体量的 28%。金融城由 9
个 项 目 组 成 ，总 投 资 逾 190 亿
元，于 2009 年动工，计划 2020 年
全面建成。产品包括 15 栋超高
层国级标准甲级写字楼；5 个共
计 10 余万平方米商场配套；10
栋超高层公寓、豪宅；一个超五
星级奢华酒店；7000余个车位。

金融城秉承至臻至善、精益
求精的原则，设计团队全部为国
际著名设计机构和公司，上海环
球 金 融 中 心 设 计 者 —— 美 国
KPF 建筑事务所设计金融城 1
号、2 号；英国阿特金斯集团设
计金融城 7 号，该公司以迪拜帆
船酒店的设计闻名全球；日本久
米设计金融城 3 号；而此前曾负
责设计上海中心的美国 Gensler
公司负责设计金融城 6 号。与
此同时，江北嘴置业公司明白，
完美的建筑不仅需要天才般的
设计，更需要精致细腻的工艺和
坚若磐石的品质。他们邀请了
国内具备特级资质的建筑单位
参与其中，以其精湛的技艺和对
于建筑品质的不懈追求使金融
城项目获得重庆十大商业地产
项目、全市首个重庆绿色建筑设
计（银级）标识、国家一级绿色建
筑设计标识、“中加合作农民工
职业卫生与安全”示范项目、全
国 AAA 级安全文明示范工地等
多项荣誉，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
高度赞誉，已经成为重庆高端商
务地产新标杆。并由知名物管
公司北京金融街物业和第一太
平戴维斯联合江北嘴置业组成
的物管公司，坚持以最严谨的态
度，最专业的技术和私人管家式
的服务致力于物业服务与管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金融城的作为标杆式建设所
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体现在品

牌和数据当中，更离不开众多知
名 企 业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一 致 认
同。目前已有中国银行重庆分
行入驻金融城 7 号，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重庆分行、安诚保险全国
总部、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重庆银行监督管理局、重庆
市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市民商
投资控股集团、中科建设集团公
司、韩国 GS 机构等知名企业已
经入驻金融城 1 号、2 号。同时
一大批诸如兴业银行等知名金
融机构和企业也在洽谈入驻事
宜。金融城作为重庆首个国际
标准甲级写字楼综合体已经得
到了市场的充分肯定，正如重庆
民商投资控股集团公司总裁王
金山先生所说的：“金融城将是
重庆未来金融企业办公首选之
地。”

截至 2015 年上半年，金融
城项目 2 号、7 号、8 号已经投入
使用；金融城 1 号、3 号也将于年
底竣工；金融城 4 号、5 号已开工
建设。标志着江北嘴金融城作
为重庆首个国际标准甲级写字
楼综合体已初步建成。占江北
嘴中央商务区金融中心区建筑
面积近三分之一的江北嘴金融
城将成为重庆建设世界综合体
的标杆，为把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打造成长江上游金融核心区奠
定坚实的基础！

热忱欢迎国内外企业洽谈
合作！联系电话：023-6300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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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综合体的标杆 江北嘴 CBD 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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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长江上游金融高地加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