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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

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5”第16014期

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925，全
国中奖注数5811注，单注奖金
1040 元 ；排 列 5 中 奖 号 码 ：
92582，全国中奖注数32注，单
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6014期开

奖结果：938，单选1581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
奖金346元，组选6，4657注，单
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6006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31、16、28、18、20、13，蓝色
球号码：12。一等奖2注，单注奖
金 10000000 元。二等奖 93 注，
单注奖金299879元。滚入下期
奖池资金 880487026 元。（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成都

今日
尾号
限行0 5
今日 阴天间多云转小雨
3℃-11℃ 偏北风1～2级
明日 小雨转多云
1℃-11℃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轻度污染
AQI指数：105～135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

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
有较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减
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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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魔方 立于不败的新型商业体

那么，引入医疗是否就意味着鹏瑞利开始脱离传
统商业呢？潘先生说：“商业项目中引入医疗业态，并非
表示鹏瑞利脱离商业，而是通过国际化的先进医养健
康配套和自身的医养资源优势对商业进行了强化。”

这样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加强版商业更具市场
竞争力，同时为医养健康产业创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二者相辅相成，从而形成良序依存健康循环的新型商
业综合体。在具备了医疗业态的同时，鹏瑞利还引入医
疗相关配套，如医疗器械、养生保健、生态健康等多种
业态，与原有的餐饮、休闲、零售、娱乐等相互支撑配
合，不仅丰富了商业的业态组合，也为商业业态布局增
添活力。潘先生总结说：“我们在原有的商业基础上做
了一个加法。”这种具备新生命的“加强版”商业综合体
才能真正做得更强更大，立于不败之地。

健康新模式势如中天
“通过医疗、商业、养老等合理的结合，打造出不同

的商业模式。”在接受访问时潘先生如是说。成都东站综
合项目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引入医疗和养老两个业态，开
始打造中国首个医疗、养老、商业、酒店、写字楼、住宅结
合的旗舰综合体项目。成都东站综合项目由4个地块构
成，其中A地块规划为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B地块
规划为星级酒店群，C地块规划为双塔甲级写字楼，D地
块规划为养老公寓社区。

成都东站综合项目坐拥良好的地段、发达的交通、
强大的客流和亚洲专业医疗商业运营管理团队，其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再加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团队，势
必让此项目脱颖而出，并突显了强势的商业竞争力。

“我们的目标是将东站项目打造成为西南最具影响
力的国际级综合医疗健康中心。”潘先生一开始就告诉
大家对项目的期望。敢为人先，全面接洽与国际前沿医
养健康接轨的机构入驻，并引入国际化医疗健康标准，
搭建起高效管理服务体系，这些使成都东站综合项目为
成都乃至全国消费者带来医养健康的升级体验。

新型产业模式大格局
“成都东站综合项目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未来三至

五年我们集团还将陆续在国内部分城市开发这样的医
疗商业综合体项目。”潘先生解释到，“这些项目的选
址将会以城市的交通枢纽中心为首选，辅以医疗、养
老、商业等业态。”据悉，计划中的城市包括：西安、北
京、珠海等。同时鹏瑞利也会在全国二三线城市或部分
省会城市，如重庆、贵阳等地投资医院，多点辐射全国，
形成二三线城市解决特色医疗需求，一线和省会城市
构建医疗、养老、商业综合体的局面。 （黄漫丽）

放眼国际的雄谋伟略

51 岁的潘先生在一次走访中透露，鹏
瑞利未来还有更高的发展目标。亚洲领先的
农产品加工集团——丰益国际的主席郭孔
丰先生是鹏瑞利的关键投资者，同时丰益国
际也是鹏瑞利的最大股东。随着鹏瑞利与丰
益国际的关系更加紧密，鹏瑞利有望借助于
丰益国际丰富的业务资源并进一步扩展国
际业务版图。

基于中国政府逐步开放医疗服务领
域，力求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医疗服务体系
以及中国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鹏瑞利会
将医疗地产和养老地产有机融入国内的综
合体开发项目。鹏瑞利开发的数个综合体项
目均位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二线城市，且
与当地的主要交通枢纽实现无缝对接，这将
使项目能有效汇聚大量的客流。潘先生表
示：“我们会拓展业务板块，在综合性房地产
业务中加入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两大全新
业态。顺应中国医疗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和
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趋势，医疗地产和养
老地产的融入将为鹏瑞利的综合体开发项
目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医疗、养老、酒店、
商业各个业态相得益彰、互为支撑，鹏瑞利
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将成为地标性的一站式
健康生活中心。鹏瑞利在医疗和房地产领
域均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团队，依托
人才、经验的支持，鹏瑞利未来会在中国有
经济前景的城市继续扩展，投资开发交通
枢纽城市综合体。”

根据《2014 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中
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为 2.12 亿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 15.5%。根据《2014 年社会服
务发展统计公报》，四川省60岁及以上的人
口总数为1650万人，成都市60岁及以上的
人口总数为250万人。在成都，60岁及以上
的人口总数已占到城市总人口的20.6%。预
计到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
将达到4亿人。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
加快，中国政府已经在最新的五年发展规划

中计划调整、平衡和优化人口结构，完善养
老服务。顺应中国政府的政策规划，建立健
全养老服务体系，鹏瑞利已与上海人寿堂国
药有限公司（“上海人寿堂”）及上海长峰集
团签署合作条约，三方将共同开发和运营成
都东站协和国际颐养院。上海人寿堂是上海
规模最大的专注于养老产业投资和管理的
公司之一，旗下有“逸仙”和“协和”两个养老
品牌。上海人寿堂共有10家私立养老机构
和 1 家养老护理中心，总床位数超过 3000
张。同时上海人寿堂也是上海市最大的养老
连锁机构之一，目前在建的床位超过 5000
张，未来预计总床位规模将达到150000张。

鹏瑞利将重新定位其持有的 6 栋住宅
物业，该住宅物业的性质将转变为国际颐养
院。国际颐养院将配套超市、诊所、食堂、洗
衣店、运动康复设施等，预计会为成都市的
老龄人口提供 6000 张床位。潘先生表示：

“养老产业是鹏瑞利健康产业规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大部
分传统的养老社区受制于土地成本，均位于
城市郊区。鹏瑞利养老公寓社区的核心特色
是社区与城市中心紧密相连，非常便于周末
子女看望老人，一家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
之乐。”

近些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许多产业
依靠自身独有的优势和社会的变迁发展势
头强劲有力，这种极具生命力的行业称之
为“朝阳产业”，其中医疗健康行业即为现
下的朝阳产业。早在 2015 年 5 月鹏瑞利就
与广东博爱集团展开战略合作，跨出了推
进医疗健康产业的第一步，通过半年多的
努力，完成了合资公司的建立并成功收购
广州现代医院。

潘先生表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印证
了我们坚持‘资产股权—资本运作—直营连
锁—品牌输出’的投资管理模式是正确且可
以长效实施的。”由此可见，鹏瑞利成立医疗
健康中心并非偶然，而是顺应了当前社会经

济发展的趋势，潘先生补充说：“我们看好这
个行业不仅仅在于行业本身的优势，更多的
是出于集团资本化和国际战略化的考虑。”

合作公司计划在三年时间内扩建20家
大型医院，八年内实现旗下拥有100家医院
的目标。通过标准化管理打造集团品牌，建
设供应链产业平台，最终实现在全国各大中
城市拥有150家大型医院，届时此战略合作
将是一个资本跨界合作的典范之作。

鹏瑞利与百汇班台医疗集团签订了合
作协议，百汇班台医疗集团将成为鹏瑞利成
都东站国际医疗健康中心的主力租户。亚洲
医疗行业巨头百汇集团将开设多科室的综
合医院，预计于2017年二季度开业。这已是
双方的第二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在鹏瑞利
持有并管理的新加坡111索美赛，而百汇集
团的总部就位于此项目。在成都市有关部门
的见证下，双方于今日上午就成都东站项目
签订正式合作协议，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新加坡REIT教父潘锡源：

我们要打造中国首家
“医养商业综合体”

鹏瑞利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潘锡源

鹏瑞利置地集鹏瑞利置地集
团有限公司团有限公司（（以下以下
简称简称““鹏瑞利鹏瑞利”）”）是是
一家在新加坡证券一家在新加坡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所主板上市，，
集持有集持有、、开发和管开发和管
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理于一体的综合性
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鹏瑞鹏瑞
利总部位于新加利总部位于新加
坡坡，，主要投资大规主要投资大规
模的综合性房地产模的综合性房地产
开发项目开发项目。。鹏瑞利鹏瑞利
置地集团有限公司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兼执行首席执行官兼执行
董事潘锡源先生拥董事潘锡源先生拥
有超过有超过 2525 年的房年的房
地产从业经验地产从业经验，，在在
潘先生的带领下潘先生的带领下，，
鹏瑞利已成为国际鹏瑞利已成为国际
一流的综合性房地一流的综合性房地
产开发商产开发商，，地产业地产业
务覆盖新加坡务覆盖新加坡、、中中
国国、、马来西亚和加马来西亚和加
纳等多个国家纳等多个国家。。鹏鹏
瑞利在开发每个房瑞利在开发每个房
地产综合体项目地产综合体项目
时时，，都会遵循精心都会遵循精心
构思构思、、巧妙布局的巧妙布局的
原则原则，，致力于建成致力于建成
具有业界高水准的具有业界高水准的
综合体项目综合体项目。。鹏瑞鹏瑞
利的综合体项目将利的综合体项目将
融合医院融合医院、、购物中购物中
心心、、写字楼写字楼、、住宅等住宅等
多种业态多种业态，，打造活打造活
力四射的商业社力四射的商业社
区区、、高效创新的办高效创新的办
公场所和国际综合公场所和国际综合
的医疗健康中心的医疗健康中心。。

除了扩容和新建之外，根据方
案显示，该项目还拟在成乐高速夹
江段新建一条10公里的峨眉连接
线。该连接线起于夹江县甘江镇定
慧村、接成乐高速公路，从甘江镇
与甘霖镇之间穿过，上跨S305线、

乐夹大道、跨青衣江，经顺河乡，止
于峨眉山市双福镇大坪、接乐雅高
速公路，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100公里。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顾爱刚

成乐高速年内拟启动扩容
上高架出城 一路直奔乐山

从成都到乐山，经成雅高速转成乐高速到乐
山？太堵，一到节假日，成雅高速进出城方向更是拥
堵不堪；经成雅高速转乐雅高速到乐山？太远。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成乐高速有望今年
启动扩容建设：按照现有规划，成都段至彭山青龙
场段将新建双向八车道复线，青龙场段至乐山将原
路扩宽为双向8车道，同时将新建一条双向6车道
的峨眉支线。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预计今年10月动工，2019年建成通车。

曾因“百万奖金”奖励教学而备
受关注的四川大学“卓越教学奖”昨日
迎来了第二次的开奖。昨日下午，四川
大学公布了第二届“卓越教学奖”获奖
名单并进行颁奖。今年的一等奖得主
是川大历史文化学院65岁的杨天宏
教授，他拿到了50万元奖金。

与去年首届“卓越奖”一样的
是，今年的特等奖也是空缺，100 万
大奖没能开出。不过，自“卓越奖”
设立后，川大奖励一线任课教师，
激励教师潜心教学的力度进一步加
大，又新增了两项鼓励教学的新奖
项，即“星火校友奖教金”、“五粮春
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昨日，这两

个奖项与“卓越教学奖”一同进行
了颁奖。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对于教学上的卓越，
我也持同样的心态。”“‘君子务本，本
立而道生’，大学绝对应该以人才培
养为本。”……在获奖致辞中，杨天宏
多次引经据典阐述自己的想法和观
点。对于“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主还是
以科研为主”等颇有争论的话题，他
认同大学应以育人为主位的同时，也
不能当单纯的“教书匠”，一流的教师
必须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将
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教学。

杨天宏于 1977 年考入西南师

范学院（现西南大学）读本科，此
前，他当过5年知青，5年裁缝，1981
年考入川大攻读研究生。他虽觉得
自己的口才比起许多川大文史类教
授逊色不少，但在他的学生们看
来，杨天宏却像个“夫子”，谈古论
今，课堂别有一番风趣。

杨天宏的学生们同他私下也很
亲近。杨“夫子”待人亲切，但很讲
原则。曾有一些同学将他们与杨天
宏的 QQ 群组取名“杨家将”，杨天
宏看到立马说不行，“现代学术是
开放的，学者不能有门户之见，怎么
能画地为牢！”。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记者 张瑾

制图 邬艺

成乐高速变双向八车道

成乐高速作为成都沟通眉山、
乐山等地最为便捷的高速公路通
道，成乐高速历年交通量均保持较
高增长，交通压力日渐增大。

在去年10月15日成都市政府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交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省政府已明确将双流机
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与青龙场至乐
山高速公路加宽改造作为成乐高速
公路扩容项目整体实施，正在抓紧进
行立项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眉山市
交通局获悉，成乐高速首次扩容将
有望于今年动工：乐山至彭山青龙
场段将原路扩宽为双向八车道，而
成都段至青龙场段将新建双向八车
道复线，起点为成都三环川藏立交，
一直到彭山青龙场，两段连接起来
将成为一条全新的成乐高速。

“本项目将分段实施扩容方
案，其中，成都至彭山青龙场通过
新建双流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形成
复线，设计时速为120公里，青龙
场至乐山段原路加宽为8车道实
现扩容改造，设计时速为100公
里。”眉山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目前设计，线路将经
过 成 都 、眉 山 、乐 山 ，主 线 长
129.926 公里，成都境37.396公里，
眉山境58.486公里，乐山境34.044
公里。

根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方案，该项目成都至青龙场段起于
成都市三环路川藏立交，经老川藏
路、成都市规划机场快速通道高
架、经双流机场沿西航港大道高
架，新津境内沿规划城市快速干道
高架，一直到青龙场段。

第二段青龙段至乐山段则是
沿成乐高速原路加宽，按照目前
规划，起于眉山青龙场，止于乐山
张徐坝互通、顺接乐宜高速公路
并与乐雅高速公路形成十字交

叉。“扩容期间，成乐高速不会断
道，但交通压力比较大，市民们可
以选择省道、快速通道往来成都、
眉山之间，也可选择高铁等其他
出行工具。”

眉山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成后的成乐高速将先后连接
起绕城高速、双流机场高速、第二
绕城高速、成雅高速、遂资眉高速、
乐自高速、乐宜高速、乐雅高速，以
后还将与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
路等9条高速公路相接。

在这个方案中，最引人关注
的，是拟新建的复线段：成都至眉
山青龙场新建约41公里的复线。

“无论是穿城而过的城区段

还是出了城外，基本上都是采用
高架的形式，公路下方为城市快
速通道。”眉山市交通局相关负
责人称。

工程亮点一：
串起9条高速，双流机场再多一条通道

工程亮点二：
新建复线上为高架，桥下快速通道

工程亮点三：
双向6车道新高速直通峨眉山

川大第二届“卓越教学奖”历史教授杨天宏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