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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成都国际鞋展即将于本月24日在武

侯区中国女鞋之都隆重启幕。 记者昨日了解

到， 国内制鞋界十分关注本次鞋展， 广州、温

州、福建、台湾等地鞋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届时

将齐聚成都，100余家成都鞋企也将组团亮相。

鞋展期间，本地鞋企将纷纷以直销价格面向市

民销售女鞋，以回馈成都市民对本地鞋业的关

爱。

根据2013成都国际鞋展组委会的消息，

鑫隆盛鞋业、米田鞋业、芭黎阳光鞋业等百余

家成都本土鞋企将组团参加鞋展，这些鞋企生

产的女鞋主要出口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等国家。他们期待在本届展会上全方位地展

示成都女鞋先进的外贸加工能力，为成都创造

更多的外汇。

“我们已经告别了‘酒好不怕巷子深’的

年代，成都举办国际鞋展对成都本土外贸鞋企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将带动更多的国际鞋业贸

易商越过中间贸易商，直接到成都来选购心仪

的成都女鞋。”成都鑫隆盛鞋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彭雄军表示， 成都鞋企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这离不开省、市、区三级政府对鞋业产业的大

力支持， 如今成都鞋企已经告别了 “刀耕火

种”的时代，现代化的流水线提高了女鞋的产

能和品质。

成都米田鞋业有限公司是成都一家知名

的外贸鞋企，其生产的女鞋出口俄罗斯、乌克

兰等31个国家， 该公司总经理朱思媛表示，成

都举办国际鞋展非常有意义，将进一步提升成

都女鞋的知名度， 为成都鞋企带来更多订单，

促进成都鞋业产业的蓬勃发展。

广州、温州、福建、台湾等地的鞋类上下

游企业对这次鞋展充满期待。“我们到成都

发展已经6年了， 成都鞋业产业取得了迅猛

发展，已经实现了从手工制作到现代流水线

的巨大转变，我们期待为成都鞋企引进更多

一流的鞋机产品，让成都女鞋越来越漂亮。”

台湾益宏企业有限公司四川区负责人冯小

金告诉记者，台湾总公司的负责人将从台湾

来成都参加展会。该公司还要在展会上推出

一款新设备。这款设备用于鞋厂制作多元化

的女鞋。

一大批金融机构也将参加展会。这些金融

机构不仅有成都本土的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

行等银行的分支机构，还有浙商银行、恒丰银

行等异地银行机构的分支机构。

据成都本土一家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成都本土的银行，他们非常关注成都本土特

色产业的发展，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成都

中小鞋企的发展， 期待通过参加这次展会，让

整个鞋业产业链的企业都能享受到银行提供

的金融贷款等方面服务，同时他们也针对外贸

鞋企的外汇结算量推出了相应额度的没有抵

押物的贷款业务。

彭文春 成都商报记者 唐小涛

调控是整顿房产市场的强心针， 也是

房地产企业逆势突围的最佳时机。 国内房

产巨头中，能够抓住每次调控机遇，顺应市

场发展是绿地集团的一大核心策略。2013

年，世界500强企业、千亿房企绿地集团，正

式启动了企业发展战略的第三个“十年计

划”———“海外战略”。

应对市场变化 三次成功突围

2008年，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内经

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之下，房地产资金链

面临严峻考验， 绿地集团大力发展能源、金

融产业， 有效地分散了房地产业务的风险。

2010年房地产再次面临压力，新一轮的政策

接踵而至，绿地集团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

宏大的楼市价值保卫战，坚持以品质立足市

场，并同时开始加大在高端、商业等产品的

投入， 以全物业的布局分散住宅市场压力。

业内人士对此评价：绿地集团的战略规划为

大多数中国房企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今年， 绿地集团首个海外项目———绿

地济州岛汉拿山小镇，将正式启动销售。毫

无疑问， 这是绿地集团面对市场变化的最

新策略。据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讲

述，绿地正处于国际化进程的开始，将企业

放置到国际环境中，加快适应经济全球化、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方位、系统性地增强

集团综合竞争力。

海外首航 为何选择济州岛？

“济州岛作为东北亚唯一的自由岛，

有着亚洲多数海岛无法比拟的政策优

势。” 绿地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济

州国际自由岛，在商业、娱乐领域享受着

前所未有的特别法；其次，韩国政府在济

州岛布局了六大国家级主题项目，在投资

安全及前景上做了周密的规划，绿地集团

的汉拿山小镇项目也正是其中的 “健康

旅游城”项目；此外，2010年2月1日，韩国

政府针对济州岛实施了低门槛投资移民

政策———“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 向投

资济州岛指定项目5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

人给予居住资格，停留5年以上，将给予永

久居住权。

两大世界500强联手

绿地首个海外项目巨制

作为中韩房地产行业的强强联手合作

案例，同时作为韩国政府指定的6大济州岛

核心项目， 绿地汉拿山小镇是由两家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绿地集团、韩国韩华集

团联手打造的一个休闲度假类住宅产品。

项目地处韩国济州岛汉拿山半山腰， 坐山

面海、俯瞰西归浦市，风景位置绝佳，更兼

带投资、移民功能。项目分三期开工，总用

地约60公顷，总建筑量约为42.1万平方米，

包括星级酒店、奢侈品商业街、免税店、健

康医疗中心及部分高端低密产品。其中，项

目一期———半山观海别墅即将推出。 据透

露， 单套别墅的总价在400万元人民币左

右，除了绝佳的位置，也能通过正式渠道获

得移民韩国的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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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成都经开区的消息称，大众A级车最

先进发动机“EA 211”已于3月上旬在经开区

批量下线，并开始为一汽大众三厂供货。经开

区汽车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已经有1500

多台新捷达装配了这款先进发动机。 预计今

年EA 211发动机的产量将达到23.5万台。

“大众之心”按期投产

明年产量破50万台

去年10月16日，一汽-大众成都发动机厂

在经开区落成。 该发动机厂主要生产大众

EA 211系列发动机，这也是国内第一款能够达

到欧5标准并实现量产的发动机。按当时宣布

的计划，2013年3月EA 211正式量产并达到

1500台/天的产能，年产能可达45万台。

如今，EA 211发动机项目按期投产。3月19

日， 龙泉驿区公众信息网公布消息称， 首批

200台EA 211发动机于上周三正式装上全新捷

达轿车，目前已为一汽大众三厂供货1700台。

一汽大众成都发动机工厂相关负责人透

露，EA 211发动机本月即可实现量产， 今后将

实现日供1500至2000台左右。 根据工厂制定

的生产计划，EA 211的设计年产能为60万台，

今年计划完成23.5万台目标。随着产量爬坡上

行，明年与整车厂配套后，产量有望突破50万

台，实现倍增。

装配新捷达和新速腾

将为海外供货

EA 211发动机也被称为 “大众之心”，它

将大众A级车最先进发动机技术引入到成都，

并开始在成都践行其 “蓝驱技术”。 大众的

“蓝驱技术系列（BlueM otionT echnologies）”

是一系列节能、环保、面向未来的汽车技术的

集合， 以大众汽车广泛应用的动力总成技术

为基础， 进一步结合了更多先进的降低油耗

和排放的技术。EA 211发动机量产后， 不仅能

满足一汽-大众三大生产基地（

长春、成都、

佛山

）的发动机供给需求，同时还将为德国大

众康采恩供货。

首批搭载这款发动机的汽车是成都生产

的新捷达和新速腾。 经开区汽车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捷达装配的是1.4升EA 211发动机，

新速腾则装配1.4T（

涡轮增压

）发动机。随着

产量增加，这款发动机还将为新宝来、高尔夫

等多款大众轿车供货。

德国大众康采恩所需的EA 211发动机将

直接从成都运输过去。 这位负责人称， 未来

EA 211发动机60% 将供应一汽-大众成都工

厂， 运往欧洲的部分将通过欧亚大陆桥 （

铁

路

），从成都出发经兰州、新疆乌拉山口供应

大众在欧洲的工厂。

经开区90余关键零部件项目投产

整车制造和动力总成（

发动机

）是衡量一

个地区汽车产业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标。EA 211

的批量投产，标志着成都的汽车产业已拥有完

备的汽车全产业链布局。特别是在关键零部件

制造方面，经开区进展迅速———3月18日，多个

零部件项目与经开区签约， 如投资5亿元的德

国海拉车灯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4.2亿元的丹

阳鑫发/德国K V E车灯研发制造项目，投资3亿

元的浙江豪达线束成都项目， 投资2.8亿元的

哈尔滨固泰电子汽车喇叭和车灯项目及投资

1.86亿元的日本FC C中国总部项目等。

成都经开区常务副主任李桦透露， 经开

区已引入博世、江森、德尔福、麦格纳、住友、

汉高、哈曼、弗吉亚等世界500强零部件企业，

EA 211发动机、德国博世、汉高、富维江森在内

的90余个关键零部件企业近期已建成投产；

贝洱空调、德尔福电气、弗吉亚内饰、江森座

椅等50个重点零部件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之

中。

曹思涵 成都商报记者 唐小涛 图据龙泉

驿区公众信息网

寻找财富基因，探索财富变迁轨迹。由

《中国新闻周刊》联合《成都商报》、成都

电视台等媒体组织的“财富双城记”报道

组， 走访了成都东大街、 春熙路等财富地

标，采访了成都文化名人，从他们的角度认

识成都。 成都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就

表示，成都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开放和包容。

正是开放和包容的文化特质， 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创富者来到成都。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成都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开放

和包容。”他讲到，从历史上来看，四川人在

世界交通史上有两大发明，一是栈道，二是

索桥。逢山开道就是栈道，遇水造桥就是索

桥。全世界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最早的索桥，

就在都江堰。“这些都表明成都人自古以来

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改革开放后，四川成立了不少外

省商会———浙江商会，温州商会，福建商

会等等，这些商会的人都表示，在四川做

生意感觉最好。老外来成都，也是这种感

觉。 这都说明成都有一个很包容的心

态。”

“成都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移民城市。”

袁庭栋认为， 醉心于川菜川剧川酒是他对

成都具象的爱， 而这三样却也正是成都典

型移民文化的产物。 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的评选中， 成都一直稳居前三甲。 表明

“成都人热爱生活，也会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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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造“顶级心” 装配1500台新捷达

大众A级车最先进发动机“EA211”已于3月上旬在经开区批量下线，开始为一汽大众三厂供货

成都国际鞋展开幕在即 全产业链鞋企齐聚蓉城

寻找市场良机

房产巨头借“海外战略”突围

袁庭栋：成都文化最大特征是开放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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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二环快速路高架桥下，中

央分隔带翠绿色的草坪在浅灰色的桥墩

下显得格外显眼， 记者昨日从东半环各

标段获悉，随着“双快”改造工程持续推

进，相关的绿化工作也在不断跟进中。据

东半环2标段施工单位、中国十九冶集团

项目负责人介绍， 目前他们已经基本完

成了该标段底层道路的基础施工， 中央

分隔带绿化也在进行，已在近2公里的分

隔带铺上草坪。

另据了解，截至目前，二环路共栽植乔

木50多株，草坪近3万平方米，包括黄葛树、

法国梧桐、香樟、银杏等树种陆续栽植在二

环路沿线， 未来全线还将打造20多个绿化

景观节点。

眼下“双快”工程还在紧张施工之中，

但沿线多个底层道路完成整治达到通行条

件， 在二环路成仁路口附近，8米宽的草坪

十分显眼，同样在建设路口附近，中央分隔

带上也铺好了草坪， 为快速路高架桥下增

加一抹绿色。十九冶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前不久他们完成了除李家沱地铁施工节点

外底层道路主线的施工， 同步也陆续开展

了草坪铺设，预计4月初施工单位将完成全

部防撞墙施工， 届时市民就能看到基本完

成的新二环路了。

记者了解到， 在全长约28公里的二环

路上，设计打造20多个绿化景观节点，包括

新建6个游园、改建5个广场、保留两个广场

以及4个立交节点等。绿化方案将根据不同

的宽度实施， 将路段景观分为3~5米、5~8

米、8~18米、大于18米等几种类型，绿化将

按照不同的类型及周边的建筑形态有针对

性打造。

新二环将打造20多个绿化景观节点

东半环2标段已基本完成底层道路的基础施工，近2公里的分隔带已铺上草坪

二环路东五段高架桥下已铺好草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