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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周末成都开讲，市场再度聚焦银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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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好的时代，拥抱成都高端圈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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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周末，成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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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这座城市瞩目的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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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银泰中心·成都商报“我看

未来二十年”大型公益演讲的讲台上将

迎来俞敏洪， 这位成就了数百万中国年

轻人留学梦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

长，将为成都数百万怀揣激情、梦想的年

轻人带来一场名为“拥抱最好的时代”

的演讲。

而作为本次演讲的战略合作伙

伴， 成都银泰中心如今也已经成为成

都乃至中国西部塔尖人群心目中的高

端商务中心。 如果说新东方是一个年

轻人梦想起步的平台， 那么成都银泰

中心以及其所代表的高端圈层则会让

塔尖人群的梦想“更上一层楼”。银泰

中心不但为现在的行业领袖服务，也

是一个为未来行业领袖事业起飞提供

圈层交往的平台。

无论是携手华尔道夫， 还是诸如俞

敏洪等行业领袖， 与大牌合作已经成为

银泰中心在成都的醒目“符号”。

目前， 包括FENDI、Bentley、Poltrlna�

Frau等国际著名奢侈家居品牌也与成都

银泰中心携手， 共同推出以国际家居奢

侈品牌为主题的顶尖奢侈品样板间。而

据了解， 在目前推出的奢侈品牌样板间

内，不乏FENDI、Bentley等奢侈家居大牌

2015年米兰家具展新款的身影， 其中一

套宾利沙发目前国内仅有两套， 预订同

款动辄需要十个月以上。

在本次亮相的奢侈家居品牌中，

FENDI与Bentley最为人熟知。FENDI是

最早进入家居领域的时尚奢侈品牌，

并且与Poltrlna� Frau的经典造型不同，

从时装奢侈品走出来的FENDI家居带

着自己深深的家族烙印：每年巴黎、米

兰时装发布周， 家居类同样提供一年

四次的时尚新品， 随时满足高端消费

者的挑剔品味。

而作为举世闻名的豪车品牌，Bent-

ley与意大利建筑师Carlo� Colombo合作，

推出了家居界新奢华典范———Bentley�

home， 从汽车内饰到整套家具，Bentley

塑造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风格， 在家居

行业备受推崇。

尽管Poltrona� Frau在国内知名度不

高， 但在家居领域， 它堪称大牌中的大

牌。它是意大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近

百年整个欧洲皇室提供家具。 它也是

Cartier、LV、Ferrari等奢华品牌的御用家

具及配饰品牌，当然，无论是G8峰会还

是全球各大会议， 你都能发现Poltrona�

Frau的影子，可见其在家居界的地位。

据了解， 涵盖了上述大牌的银泰中

心奢侈品样板间将于近期对外开放，不

过据成都银泰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华

悦府奢侈品牌样板间， 每天将只接受不

超过5组客户参观，且需提前预约。

作为已经在顶尖华宅领域内树立标

杆的华悦府， 此次再推顶尖奢侈品样板

间， 被视为银泰在成都的又一次自我超

越。 据说， 已经有不少高端买家闻风而

动， 相信这也必将成为成都顶尖住宅市

场一个新的兴奋点。

不仅仅是华悦府，“成为一个在成

都的国际国内高端人群聚集地，打造一

个国际化的高端圈层，是银泰中心一直

努力的目标。”从最初开始银泰中心就

在竞争激烈的成都综合体市场选择了

高端差异化路线。 奢华酒店华尔道夫、

全客层国际化购物中心in99、超甲级写

字楼、顶尖商务华宅华悦府、华尔道夫

酒店般的家———华悦居一同构建了银

泰中心的高端物业集群，并打造成为服

务成都塔尖阶层的顶尖圈层。

成都银泰中心内的五大业态互相

补充，互相促进，形成了完美的功能配

置， 其中in99和华尔道夫酒店将作为

最核心的配套服务业态。据了解，in99

将根据成都的地域特性和消费属性打

造一个有个性创新消费， 并且能够满

足全客层国际化生活方式的完美载

体， 当然这也是中国西南第一家全客

层国际化的地标性购物中心。 而将于

明年第三季度开业的华尔道夫酒店，

将是华尔道夫继北京、 上海之后在中

国开业的第三家酒店， 将成为未来成

都市场顶尖的酒店之一。

银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华

尔道夫酒店、超甲级写字楼、in99等业态

的逐步呈现，银泰中心所构筑的行业领

袖圈层平台已然成形，将吸引更多俞敏

洪等中国行业领袖，来到成都，来到银

泰中心业主圈。

（赵述锦）

联姻家居大牌 银泰中心拥抱成都奢华新高度

携手“我看未来二十年”

银泰中心

“

拥抱最好的时代

”

携手五大高端业态

银泰中心拥抱

塔尖阶层的生意与生活

028-66339999

成都银泰中心：

地处成都金融城核心，继北京长安

街地标北京银泰中心后，中国银泰潜心

打造的旗舰项目。顶级奢华酒店华尔道

夫、全客层国际化购物中心

in99

、超甲

级写字楼、顶尖商务华宅华悦府、华尔

道夫酒店般的家———华悦居献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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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台胞免签非使

“台湾居民大陆公民化”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4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大陆将

实施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免签注以及

年内实施卡式台胞证， 目的是便利

两岸同胞往来，并非使“台湾香港

化，台湾居民大陆公民化”。

马晓光在应询评论岛内有关言

论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 连日来，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国公民往来

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的决定》、公安

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的谈话以及

答记者问， 已经对这两项政策措施

及实施细则，做了详细明确的说明。

卡式台胞证是对目前5年有效纸质

台胞证的电子化改版，“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这一证件名称没

有改变， 出入境证件的功能没有改

变，有效期仍然是5年。届时台湾居

民凭有效卡式台胞证还可以实现自

助出入境，来去更加便捷。

他还说， 对于任何有助于两岸

同胞交流往来的措施，“台独”政客

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然而他

们那些歪曲基本事实的误导性言论

也太低估了台湾民众的判断力，因

此是不值一驳，甚至是不值一哂的。

据新华社

国台办：

欢迎台湾民众来大陆

参加抗战胜利纪念活动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4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有关活动的筹备工作

正在进行，欢迎广大台湾民众、各界

人士以及参与过抗战的老兵和他们

的亲属、后代来大陆参加纪念活动。

他说， 国台办多次指出并且强

调，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的伟

大胜利， 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

战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 两岸同胞来共同纪念

抗战胜利，希望大家能够缅怀先烈、

牢记历史，继承抗战精神，维护抗战

成果，团结一致，携手同心，共同致

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据新华社

综合外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6月

23日，加拿大一家法庭就中国“红色通

缉令”嫌犯程慕阳的难民申请复核案举

行听证会，程慕阳的律师在法庭上申辩

称其当事人应当接受难民保护，而身穿

黑色西装的程慕阳本人虽现身听证会，

但全程一言不发。

法庭：再提难民申请

程慕阳据信一直在加拿大温哥华

市以华裔商人“迈克尔·程”的身份从

事房地产开发，去年年底，加拿大移民

与难民委员会以涉及“在加国以外地方

犯下严重非政治犯罪”为由驳回其难民

申请。6月23日，加拿大温尼伯法庭举行

听证会，听取程慕阳和加拿大边境服务

局双方的意见，然后决定是否推翻此前

的判决。

听证会上， 程慕阳的代表律师戴

维·马塔斯对加拿大移民与难民委员会

的裁决立场提出质疑，称其没有理由认

为程慕阳犯下重罪。马塔斯宣称，中国

政府对程慕阳的指控涉及一宗约1000

万元的不动产买卖，“这不是犯罪，只是

一起财产纠纷”。

加国政府代表律师纳里尼·雷迪回

应称， 移民与难民委员会仅需要认定

“存在重要的原因”认为程慕阳面临指

控，委员会以此为依据拒绝了程的难民

申请。法官伊万·罗伊表示，他将在晚些

时候公布判决结果。

身份：系程维高之子

今年4月初，按照“天网”行动统一

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

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

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

红色通缉令，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之

子程慕阳赫然在列。

程慕阳于2000年9月外逃加拿大，

“红色通缉令” 中对他提出的指控为

“利用职务之便侵吞、骗取国有资产，贪

污，隐藏、转移、收购或以代理人身份出

卖赃物”等。有报道称程慕阳被认定曾

帮助程维高秘书李真（已执行死刑）转

移赃款、并勾结他人贪污国家财产。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针对程慕阳

外逃一事表示， 中国政府坚决惩治腐

败，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天涯海角，中方

都会将其绳之以法。像程慕阳这样的逃

犯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中国日报）

“红色通缉令”嫌犯程慕阳出庭 一言不发

加拿大法庭复核其难民申请 当地律师分析称可能启动遣返

翻阅以往的案例，引渡、遣返和劝

返的实例相对较多， 方式也较为直接。

其中，劝返较具有中国特色，也更加高

效，可以避免在引渡、遣返等过程中的

一些麻烦。然而，程慕阳已经公开否认

自己在中国有犯罪活动，看来劝返这条

路比较难走。

那么， 引渡和遣返又会如何呢？这

其实取决于外逃者在被请求国的身份

以及请求国与被请求国间有没有引渡

条约。

比如，赖昌星2011年就是经由遣返

的方式返回中国。 遣返与引渡相比，程

序相对简单，更适用于没有签署引渡条

约的两国之间，只要证明犯罪嫌疑人不

具备合法居留身份及说明其从所属国

非法出境即可，并不要求证明犯罪嫌疑

人出逃前在本国所犯的犯罪事实。赖昌

星在加拿大的居留身份一直有问题。虽

然赖昌星及其律师各种花招出尽，中加

双方最后还是达成一致，将他遣返回中

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目前， 中国与加拿大已谈判完成

“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 这对

中国开展国际追赃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温哥华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华

人律师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分享和返

还被追缴资产协定” 将鼓励加拿大司

法部门和警方积极行动起来。

该律师还表示，除行政和刑事程序

外，中国还可动用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或

返还财产的办法，这对于像程慕阳这样

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巨额财产的被告人

是极大威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程慕

阳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来拖延被遣返的

日子，无论躲在何处，他最后都逃不脱

司法判决和法律制裁。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

6月24日，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据报道，中方指控程慕阳

犯有腐败罪行， 希望加方将其遣

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能否保证

程慕阳回国后得到公正对待？

答：

中国政府将涉嫌贪污

腐败的在逃人员缉拿归案、绳

之以法的决心不会改变。 至于

采取哪些措施， 必须根据中国

法律来决定。

（外交部网站）

加拿大反腐事务专家罗伯特·汉伦

认为，程慕阳在申请难民身份时遭加拿

大官方拒绝， 这为遣返程慕阳埋下伏

笔。像程慕阳这样的在逃犯都有贪腐行

为， 他们在加拿大被认定为 “白领犯

罪”。加拿大司法机关最终会根据法律

规定来寻求任何将罪犯驱逐出境的可

能性。

程慕阳1996年成为了加拿大永久居

民，可以在加拿大无限期停留、生活和工

作，但却不是公民。程慕阳曾于2001年和

2004年两次提出申请加入加拿大国籍，

都没有成功。 而程慕阳的妻子和两个女

儿于2004年成为加拿大公民。

为躲避中国追捕，他此前曾申请难

民身份， 也遭到加拿大移民局拒绝，理

由是程慕阳“不是联合国大会的难民，

因此不需要保护”。

可见，加拿大警方掌握着程慕阳的

情况，“下一步需要中方向加方提供确

凿证据和犯罪事实， 加方才好配合”，

加拿大当地律师分析说，鉴于中加之间

并没有签署引渡条约，最可能的情形是

同赖昌星案一样，启动遣返。

程慕阳聘请律师戴维·马塔斯，以

帮助他完成难民身份的申请。当年赖昌

星雇用的也正是这个马塔斯。 只是，赖

昌星现在正在国内服刑。

据了解， 迈克尔·程是慕阳国际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在温哥华主要从事地

产开发，有多个地产项目，还是温哥华

里士满豪华“身活馆”的老板。新华社

记者曾试图到程慕阳在里士满的办公

室采访，发现他公司的办公室已是人去

楼空，铁将军把门。

据报道， 迈克尔·程一家住在温哥

华橡树岭社区， 住宅目前估价约339万

美元(约合人民币2101万元)。

据了解， 程慕阳平时比较低调，曾

担任过亚太商会副会长，与加拿大自由

党关系密切，有不少捐款。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的地方选举记录显示， 迈克尔·

程曾向省内自由党的选举活动捐献

7260美元 ， 在里士满市长Malcolm�

Brodie去年的竞选活动中，他也捐出了

2250美元。

“为遣返程慕阳埋下伏笔”

他聘请了赖昌星的律师

一切拖延招数皆徒劳

外交部：

将涉贪腐在逃人员

绳之以法的决心不会变

程慕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