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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发展发布年报：
2016业绩
增长70%
2017主推

地产+金融+互联网
2016业绩增长70% 蓝光实现跨越式发展

2016年是蓝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年。
地产业务在“聚焦高价值区域投资，聚焦

改善型住宅产品”的战略指引下，销售金额实
现历史新高，全年销售收入突破301亿元，比
去年增长近70%。在百强房企综合排名中蝉联
第23位（数据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全年实
现签约销售均价10701元/平方米，同比增长
26%，销售规模及均价实现双增长。

投资布局上，蓝光借助大数据分析，有效
把握了南京、苏州、合肥等强二线城市迸发的
结构性市场机遇，华东、华中、北京区域销售
额较去年增长高达200%以上，销售占比近
60%。大力运用收并购、股权合作等多种“低溢
价”投资模式，储备资源占比超过60%，特别是
新增住宅资源占比达94%。

实行改善型产品战略转型一年来，实现
首改、再改改善型项目开盘15个，推出两大改

善型产品品牌雍锦系和公园系，其中雍锦系
名列中国高端产品品牌价值TOP10；“合肥雍
锦半岛”项目更是取得了年销售金额35亿元
的佳绩，名列安徽省单项目销售前茅。

在现代服务业领域，蓝光发展控股孙公
司嘉宝股份（证券代码：834962）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6.8亿元，同比增长23%；实现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亿元，同比增长
66%。全年新增委托项目19个，通过委托+并购
共计新增管理面积604万平方米，累计管理面
积达3006万平方米，累计联盟面积达1.2亿平
方米。

在蓝光生命科技集团，2016年12月11日，
蓝光英诺宣布3D生物打印血管植入恒河猴体
内实验取得成功；迪康药业则实现销售收入
5.5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11% ；实 现 净 利 润
7939.96万元，同比增长233.62%。

2017年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急剧变化的
一年。

针对目前的地产新形势，蓝光地产将坚
决践行地产+金融+互联网战略，抓住行业资
源整合、收购兼并机会，拓宽多种投资模式。

在产品方面，聚焦改善型住宅产品战略，
坚决走绿色健康、科技化、智能化产品路线。

除了布局全国，还前瞻性地布局存量房
市场，打造“文商旅”商业模式，培育商业地产
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重在提升资本化运
作、资产经营与管理能力，并推行共享机制。

嘉宝股份则将充分运用好新三板资本平
台，通过“委托接管+收购/并购+轻资产联盟”
等多种方式扩大在管物业面积。2017年计划
管理规模超5000万平方米，轻资产联盟面积
达1.4亿平方米，大力拓展社区金融、社区养
老、社区教育、社区医疗等创新业务，加速“生

活家”云平台价值凸显。
蓝光生命科技集团将以核心技术研发为发

展引擎，实现“技术与资本”共同推动。其中，蓝
光英诺将继续聚焦3D生物血管打印研发，尤其
是3D生物血管打印技术的临床转化及应用，在
保持全球技术领先的同时，加快商业化进程；迪
康药业将依托现有资源拓展市场，通过并购与
自身发展快速做大营收规模和利润。

蓝光发展公告称，2017年力争实现营业
收入24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7亿元，房地产签约销
售金额达到500亿元。根据蓝光发展近期公告
及公开市场土拍信息得知，近几个月来蓝光
拿地近10块，新增土地储备600亩。从蓝光发
展同日发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销售合同
收 入 达 84.91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 大 幅 增 长
111%，已能看出这种快速发展趋势。

2017急剧变化中把握机遇

“感恩3000万 回馈再升级”5月火爆开启

四川移动推出五大提速降费惠民行动

如今手机已经成了每个人必不
可少的随身物品，而随着手机智能应
用的不断增多，手机流量的消耗也不
断增加。为了满足不同用户对流量的
需求，四川移动从5月1日起将推出多
款超实惠的流量产品。

流量“任我用”：自2017年5月1日
起，四川移动将针对新客户推出188
元和288元两档“任我用”资费，分别
包含12GB和20GB流量。针对老客户

则推出了238元15GB流量的“任我
用”资费。

流量“任我享”：同样是2017年5
月1日推出的流量“任我享”，则是针
对不同流量需求的客户，推出了系列
流量优惠活动，包括：流量升档计划
和“任我享”流量降费红包抢购活动，
流量低至5元/GB，能满足手机用户
的大流量使用需求。

流量“任我看”：自2017年5月17日

起推出，该产品是携手热门视频APP
推出的9元和24元两档视频流量优惠
包，用户可分别获得3GB和30GB视频
流量，随时随地追剧无忧。

流量“七天乐”：而流量“七天乐”
则是针对所有4G飞享套餐客户，在
一个月中的7天内享受3.9元2个G的
超低流量资费。其中飞享238套餐以
上的用户还可享受加9.9元得40个G
超值流量尊享包。

打王者荣耀同时也能接电话？边
手机淘宝边和闺蜜通话？这一切不是
梦想。本月，四川移动在我省推出的
4G+全网通手机，获得用户的一致好
评。该手机可兼容任何运营商2/3/4G
网络，具有“通话更清晰、上网速度
快、信息覆盖广”的优点。最令人惊喜
的是，移动4G+全网通手机具有
VoLTE高清语音功能，可以一边打电

话一边上网，让你同时享受高清语音
和极速网络的双重快感！据了解，四
川移动是省内唯一实现边打电话边
上网的运营商。

现在购买移动4G+全网通手机
的客户可以享受套餐打折、流量赠
送、宽带收视免费等丰富多样的促销
活动。针对2G/3G手机用户，四川移
动通过流量话费补贴等形式，实现客

户免费换4G全网通手机。此外，飞享
28以上套餐客户合约购机可享受和
包电子券赠送，以及高达40%的话
费、流量补贴。而购买裸机的客户可
以享受总共12个G的流量赠送。此
外，首次开通使用VoLTE高清语音的
客户，每月将获赠2000分钟高清通话
时长，1000分钟视频通话时长，连续
赠送3个月。

而针对宽带产品，四川移动方面表
示，将严格按照集团公司“七项降费举
措”时限要求，针对企业客户推出“速率
倍增行动”，大幅下调互联网专线资费，
针对产业园区、商务楼宇、“双创”企业
等，将推出“小微宽带”特惠产品。

另据了解，针对家庭宽带用户，
四川移动将从5月起，全面升级互联
网电视业务，让用户能享受到更高质
量的家庭数字通信和娱乐体验。新增
的“真4K电视”，画面更清晰，内容更
精彩；“裸眼VR”实现虚拟现实交互，
让人身临其境；“语音智能控制”用声
音就可轻松控制机顶盒，快速找到喜
爱的节目；“视频VoLTE通话”将家庭

电视与4G手机互联，全家沟通更畅
快；“数字生活”专区，集成了“在线医
疗”、“金融理财”、“生活购物”、“智能
家居”等丰富应用，让人们畅享数字
生活服务的简便快捷。

此外，四川移动聚焦“大连接”战
略，努力开创数字化家庭产业新格
局，与众多高科技企业共建智慧家庭
系统，推出了和家亲、和家游、和家
学、和家安等诸多智能应用，涵盖了
家庭视频通话、家庭安防、家庭娱乐、
家庭健康等各个方面。用户早上起
床，走进浴室，镜子开始显示今日温
度，空气质量，提醒你该穿什么衣服；
坐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用手机查看

家里老人和小宝宝的情况；下班回家
的路上，就能用手机打开窗帘，打开
客厅的灯，放好洗澡水……四川移动
智慧家庭系统进一步实现了科技让
家更快乐、科技让家更安全、科技让
家更舒适的家居理念。

在家庭宽带业务体验升级同时，
其资费却进一步降低，据了解，凡是移
动4G用户均可免费使用移动光宽带
和互联网电视。而为回馈3000万4G用
户，四川移动还推出了诱人的“幸福
1+1”计划，凡新办理宽带的签约客
户，即可免费获取幸福卡，享受到连续
3个月话费、3个G流量全家享等优惠
活动，实实在在给用户更多实惠。

而在国漫资费方面，四川移动相
关人士表示，将按集团公司部署大幅
下调国际长途和国际漫游资费。

首先，将大幅下调国际长途直
拨资费。自2017年5月1日起，大幅下
调7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长途直拨
资费，覆盖超过90%的国际直拨长
途话务量，其中21个国家和地区从

6.88元/分钟或1.88元/分钟下调至
0.49元/分钟，49个国家和地区从
6.88元/分钟或1.88元/分钟下调至
0.99元/分钟。后续将通过加快与国
际运营商结算价格谈判，推动对更
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长途直拨资费
进行降价。

其次，将全面下调“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漫游资费。经过两个月
的试运行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漫游资费优惠自2017年5月1日
起正式全面推广，沿线全部64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漫游语音资费下调至
0.99元/分钟；53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
漫游流量资费调整为30元/60元/90
元的包天不限流量资费。

流量、手机、宽带、长途漫游回馈
全面升级，服务品质提升更凸显四川
移动对用户的真情。

首先，在用户关注的宽带服务方
面，四川移动在去年率先推出宽带装维

“超时赔付”基础上，再次在全省范围推

出宽带和电视“先装后付”服务，凡省内
移动用户通过10086热线、网上营业厅、
掌上营业厅、微信营业厅等线上渠道办
理移动宽带电视业务，均可“先装机，后
付款”。此外，四川移动还发布了“宽带
五项服务举措”，即网络更快，服务更

优，应用更广，电视更丰富，费用更省。
同时，在基础业务服务环节狠抓细

节和落实，在全系统内部提出服务工作
“十必须”基础要求，涉及客户知情权、
信息安全、厅店服务、计费误差、投诉服
务、企业责任等各个方面。 （庞健）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四川移动都认四川移动都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国务院关
于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要求和于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要求和
部署部署，，在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在中国移动集团公司44月月
2626日宣布推出的日宣布推出的““七项降费举七项降费举
措措””基础上基础上，，在在44GG客户超客户超30003000万万
之际之际，，将于将于20172017年年55月份推出月份推出

““感恩感恩30003000万万，，回馈再升级回馈再升级””五五
大提速降费惠民行动大提速降费惠民行动，，给全川给全川
50005000万用户带来更多实惠万用户带来更多实惠。。

流量回馈升级 流量敞起用更爽

手机回馈升级 唯一边打电话边上网的手机

宽带回馈升级 极光宽带免费用

长漫回馈升级 出国游再也不用换卡

服务回馈升级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服务更贴心

4月26日，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简称：蓝光发展，证
券代码：600466.SH）发布2016年
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蓝光发展实
现营业收入213.3亿元，同比增长
2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8.96亿元，同比增长11.3%。
截至报告期末，蓝光发展总资产
733.65亿元，同比增长30.44%。

成都协警“熊猫血”
救助大出血孕妇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肇婷 实
习生 夏雨）昨日下午 2 点，成都血
液中心两名工作人员向成都市交警
二分局送来一封感谢信，感谢该分
局协警刘成坤用自己的“熊猫血”及
时救助了一位大出血的孕妇。

14日上午，正在路上执勤的刘
成坤接到成都市血液中心的电话：

“孕妇大出血，备血告急，请赶快过
来献血……”情况紧急，刘成坤立即
向大队干部曹志勇报告。了解情况
后，曹志勇驾驶警车载着刘成坤赶
往位于倪家桥的成都市血液中心。
检验后，刘成坤献出了 400 毫升珍
贵的“熊猫血”。

17 日下午，得知孕妇通过抢
救，生命体征逐渐平稳，已转入普通
病房后，刘成坤悬着的心也放了下
来。“遗憾的是腹中的娃娃却没有保
住。”刘成坤有些失落。

实际上，28岁的刘成坤已经是
一名献血的“老顾客”。在成都，有一
个名为“稀有血型之家”的志愿者微
信群，刘成坤便是其中的一员。8年
里，刘成坤累计献血6次共计2300毫
升，与众多“献血达人”相比，他的这
些数据也许不算辉煌。然而他还有另
一个特殊身份——应急献血者，刘成
坤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待命，常
年坚持不抽烟不喝酒、早睡早起、清
淡饮食等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的血是稀有血型，去救别人
同时也是救了自己！”瘦高的刘成坤
腼腆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