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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享誉“蜀中天堂”的成都崇州

西江河畔，锣鼓喧天，彩旗飞扬。成都崇州首

例定制滨河大平层项目———盛世滨江广场终

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在隆重的项目售楼正

式开放暨产品发布仪式上，盛世年投资揭晓

了其在崇州区域首例大平层项目———盛世滨

江广场，并同步对外开放样板间。项目首期

房源也将于 4 月 18 日正式发售。

定制大平层
开启低密居住新高度

发布会现场气氛热烈，到场的人员众

多。销售经理做了该项目及产品推介，占地

30 亩的盛世滨江广场，总建筑面积 4 万平方

米，容积率 1.61，是目前崇州楼市罕有的低密

奢适居住产品。项目落址于崇州市西河大道

与观江街交汇处，所处区域是崇州传统的富

人区，区域内大型品质居住楼盘群落于此，项

目临近最早的别墅群“倾城莲花”和“西江紫

苑”，东南向与老城豪宅区“西江明珠”、“愿景

水涟漪华府”仅一江之隔。项目周边交通畅

达，西河大道连接滨江路、蜀州路、崇州路、世

纪大道等城市主干道。项目扼守成都西部的

旅游枢纽节点，距成温邛高速崇州出口仅 5
分钟车程，距离高铁站口仅 10 分钟车程，半

小时内即可达到西岭雪山、花水湾温泉、安仁

古镇、街子古镇、青城山、花舞人间等川西著

名的文化旅游度假景区。不仅如此，居住于

此的人们，还可以举步即达千年蜀州西江河。

据了解，项目开发商盛世年投资，是香港

美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控股的深圳市

锦绣年贸易有限公司在蓉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目前在广东省深圳市投资设立多家企业，

主要从事房地产领域投资、开发、经营、顾问

等主营业务，已在成都开发涉足了多个房地

产项目。此次推出的盛世滨江广场项目，是

盛世年投资在崇州市打造的首个定制地产

项目，开发商自然更重视项目的匠心打造。

以艺术品胸怀
锻造城市奢适臻品

在与项目负责人的交流中，笔者得知，项

目开发商是一位带着艺术气息的文人。与大

多数房地产老总不同的是，别人只为造房子，

而他在看来，造好房子，是献给城市的一件豪

华艺术品。所以，从项目设计规划，到园林景

观，再到装修风格，都是在精心雕琢，尽量保

留原始和借用城市的生态体系上，进一步完

善功能和配套。对他而言，艺术品不在多，而

在于精。

而对于产品的严苛，笔者已从建筑设计

和景观设计负责人口中得到了答案。建筑设

计院负责人讲到：对这种定制户型的规划都

是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引进三四线城市还

是头一次。可以根据每位业主的生活习惯和

专属需求随意划分活动空间。200-1000 平方

米定制空间，3.3 米层高，超大阳台、全落地玻

璃，采用大师手法设计，外观采用大面积中空

LOW-E玻璃配合石材的墙体，在空间上，项

目采用顶层退台等有特色的设计。

“在一个 3D 的空间结构上，结合艺术文

化与功能设计，实现更多元的层次与空间的

变化。以突破平面景观的空间界限，拓展人们

的活动范围，整体设计将人性化的功能与细

节的思考融入其中。功能布局有入户广场的

主题水晶雕塑、全年龄段活动区域、环形健康

跑道、1000 平方米的阳光草坪、空中露台、户

外会客厅、萌宠训练场、高级会所、还有 1600
平的配套商业空间。色彩空间的组合，考虑到

1-3 岁，3-6 岁，6-12 岁，不同的年龄段，不同

的喜好，设置不同的游乐设施，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找到自己专属的乐园；环形健康跑道，从

起点到方向、步幅指导、50 米缓冲带、50 米冲

刺区、跑步超越区，直到最后的休息站，都是

根据人的运动习惯，反复调试修改后确定

的。”景观设计院负责人这样阐释道。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笔者还参观了新

品样板间，沿途可见 1# 楼主体工程已然封

顶，园区绿化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各个功

能布局初见雏形。站在顶层的 6楼，窗外的风

景一览无余。

喧嚣城市之余
总有奢适怡然归处

在当日的活动现场，笔者还与几位有购

买意向的看房者进行了交谈。赵先生，深圳

某高管。因为抗拒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买一

套放在这里，每年来这边出差的时候偶尔居

住。节假日，还能带家人来这里度假。因为那

种文人情怀，尤其喜欢在大大的阳台上捧一

杯咖啡，笑看日出日落。

刘先生，大成都有自己的房子。交友广阔

的他，觉得这种户型很适合做成私人会所，可

以划分出客厅，卫浴、厨房、书房,会客厅……

应有尽有。平时可以洽谈工作，偶尔聚会交

流也是不错的选择。他朋友们也都喜欢那种

环境好，空气好，比较私密的地方。

黄女士，业内小有名气的设计师。她讲述

自己买这里的房子是为了做工作室, 尤其喜

欢看这里的江水，让她想起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夜；清晨，远远看向河心小岛如在云雾中升

起；夜晚，桥上霓虹闪烁，倒影在江水中如梦

如幻。设计师为什么都喜欢出去旅游,就是为

了找寻更多的灵感。而这个地方，就能带给

她无限的灵感。她表示：如果我们的设计和

文案没有情怀和创意，作品就没有灵魂。在这

里工作，能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卢先生在附近有别墅，他坦言别墅住的

太久，感觉私密性很好，可是缺点也很明显。

因为老人和孩子上下楼很不方便，就想有一

个大的空间解决居住的所有问题。而且都在

一个平层，能随时看到彼此的活动，感到放

心。对大平层的喜爱，对个性定制的钟情，是

实力开发商对购房者追求品质居住产品的最

好诠释。不一样的空间，氤氲不同的生活。品

位的细微差别，映照到空间上便有不一样的

户型选择。不同的生活观，却同样选择了盛世

滨江广场。

随着盛世滨江广场的开盘临近，人们有

理由期待盛世年带给城市与人更多的美好生

活场景与趣味体验。

渊文国冤

《只因我是温州人》
出版
唯品会董事长沈亚深情推荐

姻 本报记者 许强

著名温州作家、企业家吴明华先生著作

《只因我是温州人》近期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出版。

吴明华先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温州

创办了全国公开发行的杂志《文学青年》，当

时被誉为“文学青年四大期刊”（《青春》《萌

芽》《青年文学》《文学青年》）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初，因杂志停刊，吴明华先生下海经商。

吴明华先生有着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

又有着良好的文字驾驭能力，曾任浙江省作

家协会理事、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

青年》杂志副主编。1991 年在香港出版了著

作《遥望温州》，畅销一时。与许多同期下海的

朋友不同，20 多年来，明华先生所有投资几

无失察，是温州商界一位知名人物。曾创办

了多家制造型企业，曾任温州国贸大酒店董

事长、逸柏酒店集团董事长和多家房地产公

司董事长。在温州被称为“温州最有钱的文

化人，温州最有文化的有钱人”。

本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介绍

温州，读来颇为有趣，多有颠覆观念成见之

处。也是作者几十年来社会实践、经商创业

经验和人生感悟的结晶。温州的地域文化特

征非常特殊，有关温州的文章和书籍，由于各

地作者多有把握不够准确而不接地气。温州

人写温州人的书籍也是很难得的。本书中写

道：“与其说温州人理念有多先进，毋宁说温

州人有多传统。恰恰是这一点成为温州人在

改革开放之初闯世界之利器。”

明华先生事业宏大，作为一个文化人，善

于经商创业，值得探究。被认为是“得益于长

期读书，精于实践形成的大格局和历史观”

（《序言》），明华先生不唱歌不跳舞，“唯有读

书和运动不可辜负”。

本书被唯品会创办人、温州籍企业家、董

事长沈亚所推崇，沈亚也是一位善于学习的

企业家；出版后引发巨大反响，一度列京东图

书热卖榜文化类第一位。

盛世起航 芳华四季

成都崇州首个私人定制大平层新品样板间对外开放

日前，江苏涟水商务局召开党员干部

大会，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首先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

让大家从身边人、身边事中汲取教训，从思

想上筑起反腐防变的长城。党委书记、局长

王飞强调要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两手抓、

两手硬，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着力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进一步强化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各项措

施，针对腐败现象易发生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建立专门制度，完善配套体系，提

高制度执行力。加强党纪法规宣传教育，不

断扩大学习贯彻《准则》《条例》的覆盖面，

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树立和培育良好家风，

从一点一滴中加强修养，从小事小节上加

强约束，从严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家人，管

好身边人，洁净朋友圈，真正做到廉洁修

身、廉洁持家，以良好的家风促进作风建

设。坚守理想信念宗旨的“高线”，守住党的

纪律的“底线”，不碰法律法规的“红线”，永

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涟水纪委第八纪检组负责人王达悦对

商务局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三点要求：一是

坚定不移地抓好学习。学深悟透党规党纪，

从思想上筑防线，精神上强理念，行动上重

实践，坚决打赢党风廉政建设总体战。二是

坚定不移抓好作风建设。对人浮于事、办事

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行为严肃问

责，严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

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三是坚定不移抓廉政风险点防控。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始终保持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

渊孙奎 陈裕冤

湖南省邵东县委宣传部 4 月 8 日透露，

当日落幕的第三届湖南邵东五金机电博览

会参展人数达 10 万人次，实现成交额 65.26
亿元(人民币，下同)，签约项目 13 个、签约额

26 亿元。

此次博览会共有来自泰国、巴西等 10 多

个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 900 余家厂商参

展，参展品种达 3500 余个，展会面积 3 万平

方米，设邵东馆、台湾馆等 5 个分馆。中华海

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涂海俊说，台

湾此次共有 7 家企业参展，他们都是第一次

来邵东。没想到邵东这么一个小县城，能够办

规模如此大的五金机电博览会。此次参展的

企业比较关心未来他们的产品能否在祖国大

陆有通畅的销路，都在积极寻求大陆代理商。

涂海俊说，台湾的五金业以台中居多，尤

其是手工业。湖南去年就组团到台湾的五金

企业参观过，他们希望今年夏天能再有机会

组团到台湾参访。此次来邵东的台湾企业负

责人业也表示明年会带更多企业来邵东参

展。

巴西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协会会长郭京良

说，邵东的五金和箱包在巴西可谓家喻户晓，

但去年他来了一次邵东后发现，这里的很多

五金产品并不是从邵东卖出去的，而是经过

浙江等地的客商，为此他和邵东县政府协商，

欲打通邵东直销巴西的五金箱包销售网络。

此次巴西客商前来，也希望挖掘一些除五金

箱包外其他可销往巴西的产品。

“近期巴西也在开展大型五金博览会，我

已介绍邵东企业团队参展，已有四个邵东企

业在巴西签约。此前中国的企业到巴西只开

展览会，没有后续服务，目前我正在巴西筹建

湖南商务展示厅，未来将供中国在巴西办展

的企业开展相关后续服务。此次博览会期间

签约的巴西邵东商品展示贸易中心项目，将

进一步促进巴西和湖南商业交流。”郭京良

说。

邵东拥有中国中南地区最大的五金机电

市场，五金工具生产和经营企业达 3500 多

家，从业人员 5 万多人。该县扳手、钳子、锤子

产品年生产能力达 3 亿套件、产值超 20 亿

元，70%以上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和我国

香港、台湾等地。 渊辛中冤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
向产业链上游扩展

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 6532
亿元(人民币，下同)，整个产业链结构逐步向

上游扩展，结构更加趋于优化。

2019 年全国电子信息行业工作座谈会 4
月 8 日在深圳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信息司集成电路处处长任爱光在会上介

绍，2018 年，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入

2519 亿元，所占比重从 2012 年的 35%增加到

38%；制造业销售收入 1818 亿元，所占比重

从 23%增加到 28%；封测业销售收入 2194 亿

元，所占比重从 2012 年的 42%降低到 34%，

结构更加趋于优化。中国集成电路市场规模

增速是全球的近三倍。2018年，全球半导体市

场规模 4779.4 亿美元，2012 年到 2018 年复

合增长率 7.3%；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

6532 亿元，2012 年到 2018 年复合增长率

20.3%。

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超 3000 亿

美元，贸易逆差超过 2000 亿美元。从统计数

据可看出，2015 年来，集成电路贸易逆差每年

都在增长。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乔跃山表

示，2019年将筹备半导体材料国家创新中心、

半导体设备国家创新中心建设。

(刘育英)
云计算、电子商务、信息软件、人工智能……作为全

国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浙江省近年来全面贯彻落

实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系统布局深

化数字浙江建设。

走进新华三的展厅，一堵巨型“专利墙”上面挂满

了专利证书，其中 90%是发明专利，平均每个工作日产

生 4 件专利。惊人的专利数量，离不开其始终坚持的自

主研发创新之路。据介绍，新华三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17%投入研发，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

“我们的产品主要面向企业，所以平时大家可能不大

注意的到我们，但其实我们的产品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企业负责人表示，他

们是杭州高新区（滨江）“土生土长”的高新企业之一，目

前已成为国内少数拥有计算、存储、网络等完整 IT 基础

架构提供能力，以及云计算、大数据、大互网、大安全与物

联网等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国家工商总局云数据中心、最

高人民检察院数据中心、中国建设银行数据中心、腾讯、

百度等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地方，都离不开新华三有力

的技术支撑。

“这台是由新华三一千名研发工程师历时三年打造

出来的，推出以后在全球引起巨大的轰动。”企业负责人

指着一台黑色的“大柜子”告诉记者，这台 CR19000 是业

界推出的第一款 P 级的云化集群路由器，主要用在运营

商广域网出口，支撑运营商为用户提供数据和语音、视频

等业务。它的性能有多强大？几台设备便可以支撑整个浙

江用户的语音通话、上网、高清电视等需求。从技术含量

来说，该产品在全球属于行业内最顶尖的产品之一。

“目前阿里巴巴 60%到 70%是跑在阿里云公共云之

上，未来要经过 1-2 年的努力，实现 100%的业务跑在公

共云之上。”在杭州城西南部以云生态为主导的特色小

镇———云栖小镇，阿里云企业智能总裁张建锋告诉记者，

现在“全站云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整个阿里经济体正在

“All In Cloud”，成为“云上的阿里巴巴”。

自 2009年工程师写下飞天的第一行代码，过去十年

里，阿里云每天都有产品新功能发布。截至目前，阿里云

已累计发布 162 个产品、4610 个新功能，为用户提供了

全面、丰富的产品服务。与此同时，企业的 IT 建设也发生

了变化。数据显示，到 2019 年中国有上云意愿的公司达

到了 84%，几乎完成了从“为什么上云”到“为什么不上

云”的时代转身。

张建锋表示，生态是流淌在阿里巴巴血液里的基因。

通过与阿里云的携手合作，特步、波司登、蒙牛、海底捞等

大型企业已经率先开始引入数字化范式和技术，支持业

务实现快速创新，使用数据实现智能决策。“在真实商业

场景中实现对数据的淬炼和提取，阿里云将加大行业投

入，并聚焦新零售、新金融和数字政府三个领域，为各个

行业提供数字时代所需的核心商业能力。”

渊江贤冤

让数字经济“领跑”浙江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湖南邵东五金机电博览会成交额超 65 亿元

江苏涟水商务局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中证拍卖渊北京冤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 10:00 在公司会议
室 及 京 拍 网（http://jpaimai.
com）进行线上线下同步拍卖。
一、拍卖标的：11 辆二手车。
二、预展时间：2019 年 4 月 14
日至 16 日（9:00-17:00）。
三、预展地址：盘古大厦停车场
四、拍卖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
淀南路时代网络大厦二层会议室
五、注意事项：竞买人请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 17:00 前交纳竞买
保证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电话：010-56760067,18611576816荫金牛区浚莉健康咨询服务部
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 （税
号 ：51010519740802252901）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荫四川省青澄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请公
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黄金路
17 号 1 层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四川省青澄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9 年 4 月 10日荫四川灏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解散公司，请公司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成都市金牛区商贸大道一段 7
号 1 楼 2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四川灏景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9年 4 月 10 日

注销公告
成都亿鑫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
A62MNK0X3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荫四川茂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

（代码 08584740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茂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注册号：510000000349136)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狮华麦升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X6CG25 经 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市远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注册号：510105000372
331)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荫成都鑫建安劳动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510105000139986）；税务登
记 证 正 本 、 副 本 （税 号 ：
510105749724895） 均 不 慎 遗
失，声明作废。
荫四川雅思诚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股东会已决议解散公司，请
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茶店
子西街 36 号 1 栋 2 单元 27 层
2714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四川雅思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19 年 4 月 10 日

荫四川火跃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会已决议解散公司，
请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到成都市金牛区金
府路 88 号 1 栋 1 单元 27 楼
2727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四川火跃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组 2019 年 4 月 10 日荫注销公告：成都英黎实业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5101001803
544），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注销
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荫注销公告：成都丰汇达贸易
有限公司（注册号：5101000001
95923），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注
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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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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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缔花嫁喜坊 锦缔 GEM DAY
生鲜食品、糖果小吃、酒水饮料 年中钜惠 批零兼营
诚邀加盟，提供连锁经营管理、婚庆演出服务及培训
联系人：周波先生 武开梅女士 1340869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