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2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第十六届成都家具设备材料展，在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其中5～6号馆
为家具原辅材料馆，7～9号馆为家具生
产设备馆。展会将从7月12日起持续到7
月15日，展出面积5万㎡，国际国内400余
家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企业参展，
展会规模仅次于广州展，位居全国第二，
是西部最大、最专业的家具设备材料展。

全球前十强参展
国际国内企业“拼专利”

本届展会吸引了国外近40家知名
企业参展，全球家具生产设备企业前
十强——德国豪迈、伊玛、威力、欧登
多、意大利SCM、韩国极东等都亮相
展会，兴马、南兴等国内名企也与国际
顶尖企业同台竞技。展会上，德国百年
木工机械品牌欧登多带来了目前全球
最顶级的裁板锯设备，这也是该产品
今年首次在中国展会上展出。据悉，该
产品曾获全球工业设计顶级奖项——
德国IF设计金奖。

成都链接广东
共话家具产业链融合

7月12日，由成都家具展组委会常
设组织机构——成都新东方展览有限
公司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家居五金
协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家具产业链融
合发展论坛”，在本届设备材料展现场
隆重举行。论坛上，双方签订合作协
议，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今
后开展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定制家具啥效果
家具“魔镜”抢先看

在展会现场，由成都科美数控生

产的定制家具自动化生产线引发关
注。这套设备不仅能实现家具个性化
定制设计，还能在生产前向顾客全景
展示家具安装后的房间内实景效果
图，“整个展示过程只需要几分钟”。

“通过这条生产线，家具生产周期
可以从以前的45天以上缩短至20天以
内。”该公司营销总监余兴说，目前在
国内拥有类似整体软硬件系统和技术
的设备厂家不超过3家。

喷涂机器人抢眼
智能数控设备领衔展会

展会上，思达特的双臂智能机器
人可谓抢尽风头——它熟练地洗牌、
发牌，和观众玩起了扑克牌。据思达特
的负责人介绍，他们这次主要展示单
臂智能喷涂机器人概念设备，该公司
已经具备量产能力。“这次展出的进口
豪德电脑裁板锯，效率可比同类设备
提高2倍以上。”成都长林木工机械总
经理刘从伦介绍。

主打智能牌
原辅材料名企组团参展

展会5～6号馆的原辅材料馆也刮
起了智能风。辰泰沙发材料带来了其
自主研发的专利产品——智能沙发材
料，只要下载手机APP，在WiFi环境下
就能远程控制沙发的升降；沙发内嵌
制冷杯，能将饮料冷藏到8℃以下，此
外沙发还安装了空气净化器，并带有
智能记忆功能，方便调节最适宜坐感。

此外，本届展会广东顺德五金协
会组织旗下企业组团参展，本土的成
都市家具商会、大家得西部国际家居
材料采购中心、家园佳居国际家具材
料城等也悉数亮相展会。

花31万元“看病”结果156元治好了
患者找医院说理，两家医院退回全部治疗费用

咄咄怪事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张漫
摄影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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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有 楼 市素 有 楼 市
““晴雨表晴雨表””之称之称
的二手房市场的二手房市场
在 央 行 降 准在 央 行 降 准 、、
降 息降 息 、、二 套 房二 套 房
贷降首付等一贷降首付等一
系列利好政策系列利好政策
的刺激下迅速的刺激下迅速
升 温升 温 。。就 成 都就 成 都
而 言而 言 ，，最 为 直最 为 直
接 的 表 现 是接 的 表 现 是 ，，
过 去 半 年 间过 去 半 年 间 ，，
其成交量出现其成交量出现
了明显提升的了明显提升的
同 时同 时 ，，二 手 房二 手 房
挂牌价格也呈挂牌价格也呈
现上行态势现上行态势。。

楼市直通车

房产
润富国际花园
海豚计划第一季启动

7月12日，位于成都金融城核心
板块的润富国际花园，启动“2015 睦
邻季·海豚计划第一季”。众所周知，楼
盘的物业服务都是从交房入住才开
始，但润富国际花园却能让未收房、未
入住的业主提前享受到一流物管公司
——绿城物业的服务，这种超前的服
务理念在市场上独树一帜。据悉，“海
豚计划”由绿城物业服务发起，始于
2009年，至今已覆盖全国57个城市。
今年“海豚计划”与绿城物业同步落户
成都润富国际花园，将为小业主们提
供专业游泳免费教学服务。润富国际
花园凭借超前的服务意识及精工细作
的产品呈现，取得了众多业主的认可
与称赞。据开发商透露，未来还会根据
业主兴趣爱好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社
团活动，让他们尽享专属于润富国际
花园业主的高品质生活。 （熊沙杉）

置信·鹭湖适老公寓
亮相国色天乡

7月8日，由置信集团控股子公司
成都和思康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潜心
五年研究、倾心打造的置信·鹭湖适老
公寓正式对外亮相。置信·鹭湖适老公
寓的亮相标志着省内首座现代化医养
融合型适老公寓正式落地温江国色天
乡片区，助力温江“宜业宜居宜游”的
城市新业态。据了解，置信·鹭湖适老
公寓总建筑面积26000平方米，288个
房间，同时拥有 4000 平方米的专属
老年健康生活配套，守望 6000 亩的
国色天乡国际度假区，坐享6000平方
米的鹭湖风光。置信·鹭湖适老公寓配
套包括老年慢病医学中心、长者营养
餐厅、长者多功能会所、医养休闲观景
花园等功能区，提供绿色就医通道服
务。据悉，未来三年，置信集团将在国
色天乡片区打造一个更大的医疗养
老项目。 （叶涛）

据成都链家经营管理部监控数
据显示，6月成都市主城区（五城区
含高新区）二手住宅共成交 6341
套，成交面积59.95万平方米，成交
套数和面积环比分别下降6.36%和
3.09%。同时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
注，6月二手房住宅买卖价格指数为
1043点，上升6点，涨幅为0.58%。

6月29日~7月5日，二手房（住
宅）方面，主城区住宅共成交 1523
套，成交面积14.18万平方米，环比
分别上升13.15%和11.79%。成交均
价 为 8436 元/平 米 ，环 比 上 升
0.30%；其中，一环以内成交均价环
比下降 0.55%，一环至二环成交均

价环比上升 1.15%，二环至三环成
交均价环比下降 0.60%，三环以外
成交均价环比上升0.49%。

另据成都市房管局商品房买
卖合同备案系统数据，6 月全市成
交商品房282万平方米，同比大涨
61%。其中，中心城区成交106万平
方米，同比增加53%；郊区（市）县成
交176万平方米，同比增幅达66%。

查看 2015 年二手房交易数据
可见，自从“3·30 新政”出台以来，
成都二手房市场已连续3个月成交
量均保持在6000套以上，而此前的
二手房市场月成交量平均在 3000
套，二手市场的复苏，可见一斑。

最近，成都红星路南延线（梓州大道）
下穿中和老场镇段隧道正式通车，这标志
着成都红星路南延线主干道全线贯通。该
道路起于南三环止于第二绕城高速，分为
高新段和天府新区段。这条道路的通车，代
表成都又多一条豪宅购买新路线。

麓山大道到中环仅15分钟

红星路南延线起于南三环止于第二绕
城高速，全长31.2公里，分为高新段和天府
新区段。全线为双向12车道（含2条非机动
车道），主道为快速车道，设计车速60公里/
小时，最高限速80公里/小时，全线封闭不
设置红绿灯。

据悉，红星路南延线在天府新区将互通
广州路、武汉路、杭州路等天府新区主干道
路，且与三环路、绕城高速、第二绕城高速形
成快速连通转换。不仅如此，通过红星路南延
线从天府新区到成都中心城区，仅需半个小
时车程，麓山大道到中环仅15分钟。

新近亮相高端盘沿线扎堆

红星路南延线主干道的通车，不仅给沿
线的居民带来交通便利，对成都楼市的影响
也是非常积极。在红星路南延线一路上可以
看到，新兴的成都豪宅都布局在这条道路上：
以最顶尖的银泰中心作为起点，南下的金融

岛，再到龙湖世纪，再往南到麓山板块的铁狮
门麓岭汇，新近亮相的豪宅都在此齐聚。

近日，成都银泰中心推出了以Bentley
home 等奢侈家居大牌为主题的奢侈品牌
样板间，其中不乏FENDI、Bentley等奢侈家
居大牌2015年米兰家具展新款的身影；金
融岛也举行奔驰旗下 S 系新作以及 nina
ricci的产品展示，吸引不少高端人群到场；
铁狮门麓岭汇也在近期亮相，现场销售中
心及精装样板房首度正式对外开放，打造

“同步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的名流社区”。

麓山板块再添交通利好

红星路南延线的通车对于麓山板块来
说也是一个绝佳的好消息。此前，麓山一直
以生态宜居著称，远离城区一方面造就了它
的宁静清幽，另一方面也使得其变得高不可
攀。而随着红星路南延线的贯通，麓山板块
与成都主城区实现了完美连接，相信日后这
条道路带给麓山的，将是更多的区域利好。

有业界人士认为，红星路南延线的通
车对成都豪宅市场而言，是一次新版块的
偏移，以前城南的豪宅主要集中在金融城
板块，而红星路南延线的通车标志着豪宅
的带状发展时期来到。“红星路南延线在自
然环境方面有更优越，对高端住宅而言，这
里的品质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符小晓

主城区连续3个月成交量超6000套/月

成都二手房量价齐涨

红星路南延线贯通

成都再添高端楼盘
购买新线路

“从4月份开始，我们门店的成
交量猛增，之前平均每月成交 2、3
套住宅，现在每月10余套。”成都链
家世代锦江店置业经理唐禺冬表
示，成交量加大、成交难度变小，是
最显著的特征。

“特别是6月，成交价格有所上
涨，但客户下手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经常出现5天内成交的案例。”唐禺
冬举了一个案例，两个月前一套世
代锦江的三房价格为110万元，但
现在的价格逐渐涨到 120 万甚至
130万元，客户的抗性反而小了。

成都链家上东阳光店的置业
经理王先生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近一个月以来，不少房东对手上房
源的估价更高了，或者议价空间更
小了，甚至出现两个购买者同时交
诚意金的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很久
没有出现过了。

“在我们和客户的交流中发现，

主要是3·30新政利好，再就是6月
学区房购买增多，对购房者的刺激
是最大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
前段时间的股市利好，有不少人在
见好就收后将资金撤离转入楼市。”
根据成都链家市场研究经理香川的
分析，“在新政中，对二手房影响最
大的是营业税免征期‘5改2’，加上
今年二手学区房概念的持续释放以
及央行一系列降准降息动作的出现
等诸多因素，如国内其他城市一样，
成都二手房市场环境明显改善。”

“这一拨二手房市场升温现
象，可能会带来不少后续影响。”一
资深地产中介人士称，楼市环境差
时，批量关门，楼市交易量火爆时，
中介门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
今，在政策等因素的刺激下，市场
再次升温，二手房中介市场也在历
经洗牌的路上，可能未来几个月会
经历重启扩张、招兵买马的局面。

原因解析 新政利好 学区房畅销

市场现象 二手房月成交量增1倍

自“3·30新政”以来，成都
二手房连续3个月成交量均保
持在6000套以上，而此前月成
交量平均在3000套。

家具“魔镜”亮相
智能机器人抢眼
第十六届成都家具设备材料展火热进行中

男子：
在两家医院花31万看病

徐明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去
年7月30日，他发现生殖器有一点
发红，通过上网查询后来到青羊区
第五人民医院就诊。主治医生曾主
任说他得了尖锐湿疣，先打了一
针，然后“照光”，半小时花了1000
多元。“曾主任说再不治疗就要癌
变了。当天就花了5000元。钱是曾
主任收的。”

在一份准备给青羊区卫生局的
投诉信中，徐明强称，他在该医院看
病的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至8月7
日，“就诊后医生没有给我病历和发
票，总共花费11万元。”

徐明强称，今年4月时，自己的
病情似乎复发了，“症状跟去年一
样。”他再次上网查询，并选择了另
一家男科医院，约三天时间，自己花
费以及预交了约17万的费用，还打
了一张3万元的欠条。因借钱时被同
学发现，认为他上当了，随即，同学
一行人到医院，经协调后医院退还
了约17万的费用。徐明强表示，由于
他跟这家医院有协议，因此不愿公
布这家医院的名字。日前，成都商报
记者联系到该家医院一位负责人，
希望了解徐明强在这里的诊疗及退
费过程，该负责人表示自己在出差，
回成都再回应。

华西医院：
仅花156元，就治好“发炎”

在经过两次治疗后，徐明强的
朋友建议他去大医院检查，看到底
是什么病。“今年5月27日、5月31日
去华西医院检查诊断，最后确诊为
包皮龟头炎，华西医院教授开了一
百多元的药就好了，我被误诊了。”
徐明强说，他拿出一张开具于今年5
月31号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处方
笺，上写临床诊断为：包皮龟头炎，
并开出了6盒药物，金额为156元。

7月9日，徐明强和数位同学找
到青羊区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徐某

“讨说法”，希望要回11万元的医疗
费。对方称，当日内就给解决，“下午
我们就把曾主任喊过来，再电脑查

账，给你们解决。”约半个小时后，徐
明强的朋友尝试拨打曾主任的电
话，显示已关机。

医院查账只收了1万3千多元
剩下钱去哪儿了？

7月9日下午，在徐明强及亲属
的一再要求下，青羊区第五人民医
院徐院长表示，可以让医院进行查
账。查账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惊讶，徐
明强在该医院所交的费用显示总数
为13236元。而从8月1日至8月7日，
没有徐的任何交费记录，也就是说，
这期间医院账目内没有收到徐一分
钱治疗费。

这与徐明强的说法完全不一
致。“从7月30日治疗到最后8月7号，
每天都在交钱给曾医生，交了钱后，
曾医生才拿药给我治疗，但是一直
没给我发票。”徐明强提供给成都商
报记者的银行交易记录明细显示，
从7月30日至8月7日，徐的三张银行
卡分别取现20500元、20000元以及
53500元，总计取现94000元。徐明强
说，除了从银行卡里取出94000元，
自己还交了部分现金，加起来的数
额应该在11万左右。

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是，患
者徐明强7月30日前两笔交费的时
候，费别还是“普通”，从7月30日下
午开始，之后所有的费别，均变成
了“市区医保”。对于一名患者为何
上午还是“普通”患者，下午就变成
了“市区医保”患者，该院并没有做
出解释。

退回患者11万元 院方：“我相信他”
此前，面对徐明强的退款要求，徐院长表示，目

前患者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曾在医院花费11万
元，只能查医院的账目，“查到花了多少就退多少”；
但在查账后，还没看到徐明强的银行交易流水记
录，他就愿意全额退还11万元。“至于银行流水记
录，你回去后给我打印出来，记得拿给我就是了。”

这个举动甚至让徐明强也略感意外，很快，他去了
医院财务室，并在当天下午就收到了11万元的退款。

成都商报记者询问徐院长，为何会在患者没有
拿出任何证据证明曾在医院花费11万的情况下，甚
至连银行交易记录都没有打印出来的时候，就向患
者退款。对方表示：“他说的应该是真的，我相信他。”

在两家医院花
掉了31万元治疗

“性病”后，认为自
己受骗的资阳人徐
明强（化名）到四川
大 学 华西医院检
查，诊断结果显示，
所谓的“尖锐湿疣”
只是一个小小的发
炎，花费156元即治
愈。徐明强先后找到
两家医院，退回了28
万元的治疗费。

蹊跷的是，在
青羊区第五人民医
院治疗时，徐明强称
自己先后交了约11
万治疗费，但医院账
目内却只有1万3千
多元入账。对此，该
院院长表示，这是当
事医生做内鬼，吃了
患者的钱，没有交给
医院，并表示要就
此事报警。

当事医生“内鬼”吃钱
将报警查处

对此，该院徐院长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当事医生曾主任在中间吃钱。“你们帮我揪出了
这个‘内鬼’，他收了患者的钱，但并没有把这个钱
交到医院的账目里面去。”

徐院长说，曾主任早在上个月已经被医院开
除，理由是“连续三天不来上班”。他同时表示，对于
曾主任的行为，他将会报警处理。但一个多小时后，
他仍没有打电话报警，一名家属催促他报警，他说：

“我肯定要报警，但要先把他（曾主任）找到再说。”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到曾主任，以

患者朋友的名义询问对方，为何医院账户里只有1万
多元钱，曾主任答复：“具体我也搞不清楚，有什么事
你问医院。”随后挂断了电话。一个多小时后，成都商
报记者再次以记者身份致电曾主任，在听说是记者采
访后，他在电话中说：“你打错了。”随后挂断了电话。

院方回应

7月9日，徐先生（中）和亲友与院方（左）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