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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记者 王勤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素冰）

4月29日，

由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主办的第41届成

都市房地产交易会(2013春季)将在世纪城

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成都市房地产交易中心获悉， 本届展会

除了有传统的成都市品牌房企和项目悉数

参展外，还将历史性地突破招商范围，首次

吸纳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

阳等“8+ 3”成都经济区范围内的城市房地

产项目参展。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成

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

山、雅安、眉山、资阳8个城市，在扩容为包

括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在内的“8+ 3”区

域合作后， 目前整个区域的经济总量占全

省的2/3，成都大经济区必将催生“黄金发

展带”，成为成渝经济区乃至整个四川参与

全国区域竞争的龙头和主体。 本届房交会

首次专门设立成都经济区主题展区， 将房

交会的招商展示范围扩展到大成都市以外

包括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

阳等在内的省内兄弟城市范围。 目前，遂

宁、雅安、乐山等地已有强烈的参展意向。

历经20年、40届的成都市房地产交易

会，不仅是老百姓的“购房节日”，更是一个

众多品牌云集，展示成都宜居生活的“大窗

口”。本届展会上，展会服务内容将全面升

级，据主办方透露，本届展会将在每个馆

横纵主通道交叉点位置集中设置 “主题

服务中心”，展馆后部则打造主题配套服

务区，美食、休闲、互动活动、文化公益展

示等，提供吃、喝、玩、乐、看一条龙服务。

昨日下午2时，锦江宾馆人头攒动。由成都商报、

每日经济新闻主办，成都全搜索、C D T V - 2、明日·快

一周协办的“成都机会———中国地产西部论坛暨

2012中国

（成都）

楼市总评榜颁奖典礼”盛大开幕。

本届总评榜成功邀请到了三位重量级嘉宾：

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中国房地

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原中国社科院金融

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昨日，他们从不同角

度阐释了成都的机会。

记者还了解到， 本届总评榜备受关注的9

大奖项昨日全部揭晓，其中，保利、万科、绿地、

龙湖、中海、华润、恒大、国嘉、会展旅游集团等

知名企业，成为本届总评榜的大赢家。

主办：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

协办：成都全搜索、

CDTV-2

、明日·快

1

周

时间：

3

月

21

日（星期四）

地点：锦江宾馆四川厅

楼市总评榜9项大奖荣耀揭晓

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等重量级嘉宾纵论“成都机会”

1、电子签到

记者在现场发现， 入口处设置了一个硕大

的电子签到展板，其中，正中央是“成都”两字，字

的旁边公布了本届总评榜获奖企业的

LOGO

。来

宾们选中自己企业的

LOGO

后拖入“成都”二字

内，

LOGO

就自然出现在其中某个位置。

2、扫二维码拿奖品

除了电子签到，本届总评榜还运用了多种新媒

体技术进行展示和互动。记者发现，主办方准备了

一个玻璃的立方体，其中，立方体的上面就印了一

个二维码，用户只要下载“码上控”软件然后扫描，

就有机会领奖品。同时，在主会场入口处还设置了

参展楼盘的展示板，用户只要下载“拍拍动”软件，

然后对准楼盘照片扫描就能让项目“动”起来。

下月 去新会展逛春季房交会

本届展会首设“成都经济区”展区，服务内容也将全面升级

2012中国（成都）楼市总评榜的主题是“成

都机会”。成都的机会是什么，在哪里？昨日，本届

总评榜邀请的重量级嘉宾给出了答案。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

皮萨里德斯， 从相对优势 （C om parative�A d-

vantage） 分析成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空间。他

说，成都拥有诸多优势，会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佳

绩。他认为，高科技产业可能会继续常年主导经

济形势，但是工业就业人口迟早会回落，服务业

增长将后来居上。

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

任易宪容，从房地产市场的金融角度剖析“成

都机会”，成都在未来5～10年，一定会成为中

国经济的增长极，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增长模

式。在他看来，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金融

工具和预售制，如果这两项工具用好了，就给

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奠定了基石。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从

两个方面剖析了“成都机会”：第一，2013年1～

2月，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回暖、差别拉

大”的新特点；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房地产行业

走向“洗牌加快，利润摊薄”，因此房地产企业

要“注重差异，加快周转”。第二，中国的住房梦

是“住有所居”，即“人人有房住”。他认为，成

都在这两个方面都走在了前头，所以楼市一直

在健康平稳地发展。

昨日， 本届总评榜备受关注的9大奖项全

部揭晓。

其中，保利、万科、绿地、中海、龙湖、花样年、

合景泰富、蓝光、国嘉等知名房企，因为庞大的开

发规模和多个精品项目，斩获多项大奖。譬如，蓝

光地产以不可争议的优势一举拿下“2012年城市

影响力大奖”，“名人、名企、名盘”，“商业地产杰

作”和“2013值得期待楼盘”6个大奖。此外，保利

地产收获5个大奖：除“名人、名企、名盘”三项大

奖外，保利·石象湖斩获“2012成都楼市高端物业

典范”，城北超大项目保利·狮子湖荣获“2013年

值得期待楼盘”。此外，龙湖、万科、中海、绿地、华

润等知名企业，因为收获多个奖项成为大赢家。

除了企业和楼盘，2012成都楼市10大人物

也是本届总评榜的一大亮点。平时难得一见的

企业老总，悉数出席。记者在现场看到，荣获

“2012成都楼市十大年度人物”的地产公司的

老总，在收到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颁发的奖杯

后，主动要求合影留念。

下午5点，9项大奖全部公布。 参加本次活

动的开发商人士表示，本届总评榜实现了“让

优秀者得到表彰”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2012

中国（

成都

）楼市总评榜走过12年，还依然是

成都楼市一面金字招牌的根基。

3位重量级嘉宾 放眼未来分析“成都机会”

9项大奖全揭晓 诺奖得主为年度人物颁奖

现场花絮

嘉宾：易宪容

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

融发展室主任

嘉宾：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嘉宾：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网上抽奖的活动很多， 比如通过微博

转发抽奖，还比如参加网站的活动，通常设

立一个大奖，手机用户参与后，中奖全凭运

气。 作为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最受用户欢迎

的活动之一， 拇指夺金今年已经进入第三

季- -拇指夺金3。简单说，只要使用手机流

量，就有机会获赠金币，金币累积到一定数

量就有机会获得演唱会门票、电影票、手机

话费、流量套餐、业务体验包、千元大红包

等各种超值大奖。人人都有机会，只要上网

即可参与！

新新人类用手机就一定会用流量，这

就像开车就要加油一个道理。 而若加油站

在你加油时还有丰富奖品奉送， 那当然来

者不拒！

即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 中国移动

手机用户使用手机上网产生的计费流量，

将按照1M = 1金币的兑换率获赠金币。新手

首次登录即可获得5枚金币和手机上网助

手。用户每月首次登录活动专区参与活动，

将获赠5枚金币，参与抽奖，也有可能获得

金币。这么多获得金币的机会，你积累得越

多，就越有机会抢到更丰厚的奖品。需要注

意的是， 用户每月由流量兑换的金币上限

为500枚。

参与方式：短信：发送

DJ

到

10086

电脑：登录

www.sc.10086.cn

手机：登录

wap.scmcc.com.cn

（王智）

春暖花开 上网用套餐更实惠

你有没有尝试过哪一天忘带手机？你会

茫然不知所措地发现，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

了？朋友联系不到我怎么办？天色好暗会不

会下雨？今天发生了什么新闻？晚饭吃点什

么… …现在， 手机早已不再是打电话那么

简单了。手机上网让我们知道原来沟通可以

如此的方便，现在世界不再是地球村，而是

在我们的手中。手机这么的多功能，都要依

靠手机上网数据流量实现。有一部中国移动

手机， 不管是刷微博还是和朋友上网聊天；

不管是查看航班信息还是团购优惠券；不管

是打游戏还是听在线音乐、阅读图书，都要

通过手机上网数据流量才能搞定。2013年新

年伊始，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强势启动金蛇献

福系列活动，让大家使用手机流量“毫无压

力”。活动内容包括再次下调手机数据流量

套餐资费，套餐外流量单价从之前的0.01元

/K B， 下调至0.001元/K B；5元包200M 以及

10元包500M 流量的闲时包； 还有备受好评

的拇指夺金3也来了， 更多优惠更多奖品等

你来抢！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个月刚过一半，

所办理的流量套餐就所剩无几了。 接下来

的日子真是“省吃俭用”：坐地铁即使无聊

也不太敢刷微博， 即使刷新微博也不太敢

看图片； 天气预报、 航班信息、 购物信息

……回家赶紧把这类平时推送信息的软件

“关禁闭”，因为它们耗流量啊。网页也不

敢用普通模式打开， 而是用省流量的W A P

版。 遇到喜爱的游戏有更新， 内心无比纠

结， 难道就不能立即下载， 第一时间享用

吗？

不用急，四川移动数据流量新年大优惠，

帮助大家省去使用手机的后顾之忧！ 不管

您每月套餐包的是30M 、100M 还是500M 的

流量， 超出套餐部分的流量， 降至0.001元

/K B。降价后的超出套餐部分流量费，只是

以往0.01元/K B价格的十分之一！以前超出

套餐外1M 流量， 可能要付出10块多钱，而

现在只需要1块钱。

流量资费下调 手机上网无压力

作为一个资深夜猫子， 必定有时间在

酒吧里觥筹交错，拿起手机摇一摇，看看周

围可以新交到哪些新朋友。 或者忙碌了一

天，钻进被窝，睡觉前听两首新歌给自己催

眠，看两个喜爱明星的视频。这个时候收到

短信被告知流量快用完，那就太扫兴了。不

着急！目前，四川移动推出的闲时包活动，

帮夜猫子解决了后顾之忧。即日起，您只需

要发送短信到10086，就能办理省内数据流

量百兆闲时包， 把当日23:00到次日7:00的

流量以极低价格打包拿下！ 发送ktxstc5到

10086,5元包200M 流量 ； 发送 ktxstc10到

10086,10元包500M 流量。如果到月底，你不

太清楚流量使用情况， 大可以发送SY 到

10086，查询包括数据流量闲时包在内的流

量使用情况。500M 流量只需要10块钱，不

管是商务应酬还是和朋友小聚，刷刷微博、

看看书、听听音乐，应该没有压力了吧！

办个闲时包 夜猫子必备

拇指夺金3� �流量兑金币获好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