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码一
审时度势和恒大的“三年计划”

据了解，许家印 1996 年创立恒
大之初，内外部环境严峻，白手起
家，瞄准房地产，抓住当时即将取消
福利分房、实现住房商品化的机遇，
实施“规模取胜”的战略；随后于
2006 年房地产即将进入全国范围的
黄金期，开始“规模+品牌”的发展战
略，以二三线城市为主要拓展方向，
成功抢占了刚需这个最大的市场；
于2009年抓住国际资本市场的机遇
成功上市，实现国际化发展；之后果
断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

具体而言，自恒大成立之初，许
家印就明确其“民生地产”的发展定
位，让利于民；在多元化拓展方面，恒
大进入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
衣食住行等领域，体现了其一直以来
的惠民情怀。

“从恒大成立到现在，实施前瞻
性的发展战略，并每三年制定‘三年
计划’。”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恒大已
进入第七个“三年计划”，正是这样的
审时度势确保了企业的稳健可持续
发展；在管理和运营方面，独特的紧
密型集团化管理模式、标准化运营模
式、民生地产的产品定位，确保了企

业规模和品牌的快速发展。

解码二
员工队伍是稳健快速发展的根本

有分析认为，恒大的20年是跨越
发展、令人瞩目的20年。恒大从零开
始艰苦创业，三年即从激烈竞争中脱
颖而出；首个项目两小时售罄获第一
桶金；三年完成从广州到全国布局，十
年完成180个城市的拓展，企业规模
第一，年销售规模超3000亿；两年完
成多元化布局。同时，恒大集团 2015
年解决就业130多万人，平均每天向
国家纳税一个多亿；20年捐款超过28
亿，无偿投入30亿结对帮扶毕节市大
方县；并将在未来继续积极回报社会。

分析认为，恒大的企业精神、工
作作风和企业宗旨，共同构成恒大企
业文化的精髓。员工队伍拼搏、奉献、
执行力强，早已业内闻名，是实现恒
大稳健快速发展的根本。

解码三
超豪华“朋友圈”的强强联合

庆典当天，恒大还举行了“恒大
20周年辉煌成就展”，内容翔实丰富，
其显示出恒大目前已形成了以地产

为主业，金融、互联网等多元化产业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展览以声光电的
丰富形式，生动展示了各个产业现阶
段的成绩、优势，以及未来的广阔前
景，吸引了众多嘉宾驻足。

嘉宾名单中，不乏有全国政协常
委、新世界集团主席郑家纯，全国政
协常委、星岛新闻集团主席何柱国，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清华大学
校长邱勇，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英皇集团主
席杨受成，碧桂园集团主席杨国强，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招商局
集团总经理李晓鹏、中信集团副总经
理蒲坚等各界精英。

这些精英也是恒大重要的盟友。
比如，就在不久前，恒大与招商局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起了全面
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以业务合作为
纽带，通过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推动
地产、金融、互联网、健康、文化旅游
等产业的全面合作。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发展进入新
阶段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变，房地产行
业进入“白银时代”，强强联手渐成趋
势，“许家印的超豪华‘朋友圈’，反映
出恒大的强大实力与影响力，也侧面
印证了资本和同盟对恒大的青睐。”

（谢雯）

“目前恒大已进入‘多元+规模+品牌’的发展战略阶段，正在
实施‘夯实基础 多元发展’的第七个‘三年计划’。”1996年，恒大在
广州成立。当时，也许谁都没有想到，20年后的恒大会成长为中国
房地产行业规模第一的龙头企业。作为恒大集团的创始人，恒大集
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见证了其每一步的发展历程。6月26日，许家
印亮相恒大20周年庆典，首次透彻地解析恒大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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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天的阴凉天气
之后，昨日成都阳光又小
露了一把，这也预示着，新
一轮的高温又要来了。在
阳光助力下，今日成都最
高气温将回升至31℃。根
据四川省气象台日前提供
的数据，今年6月以来成都
的热，不是吹的，从6月1
日-22日，成都市日平均气
温 25.5℃ ，比 常 年 偏 高
2℃，并且超过2013年同期
的25.2℃，创下历史（1951
年四川省有气象记录以
来）同期新高，而这期间的
日最高气温平均值，也以
31℃跃居历史同期第一。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这个6月 成都史上最热
省气象台数据显示，今年6月的日均气温比常年偏高2℃，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自来水公司强烈呼吁：请不要往
自家马桶水箱里放蓝色洁厕块，害人
害己，呼吁立即停止这种自杀行为。”
近日，一条“洁厕块致癌”的消息在微
信群里疯狂转发，其讲述看上去很有
道理：在负压的作用下，马桶蓄水会反
流进自来水系统，洁厕块成分会污染
自来水，饮用被污染的水后容易致癌。
真相到底如何？成都商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成都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

网传：
洁厕块污染自来水会致癌

在水箱中放洁厕块成了不少市民
的选择。然而，近日一则关于洁厕块的
微信消息，让很多人选择不再使用这
种方法清洁马桶。

“自来水公司强烈呼吁：请不要往自
家马桶水箱里放蓝色洁厕块，害人害己。
洁厕块只适合有双供水系统的国外楼
房，国内几乎没有这样的供水系统。由于
主阀门和分阀门没有单向止逆阀，在负
压的作用下，带有强致癌致病的污染水
会反流进自来水系统，会引发癌症、白血
病、严重内脏过敏等致死疾病几十种。呼
吁立即停止这种自杀行为……”

求证：
自来水真的会被污染吗？

对此消息中的说法，成都自来水
公司水质中心主任吴艳芬的评价是

“耸人听闻”。她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危险性被夸大了。马桶水箱的水要回
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用户使用
了设计不合理的马桶，或马桶单向注
水阀损坏未及时维修；二是当遇到停
水或水压不稳形成负压时，有可能出
现“虹吸现象”，此时，存放在马桶水箱
中的洁厕块溶液就有可能进入用户自
来水管道，“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成都确实也发生过这样的案例。吴
艳芬说，成都供水服务热线近年来每年
都有接到用户反映水发蓝的报告。市民
家中的自来水突然呈蓝色或绿色，一般
是由于放置在抽水马桶中的洁厕块溶
液进入市民自来水管道造成的。2014年
3月14日，武科东一路朱先生反映水发
蓝，经调查了解，小区曾临时停水，而朱
先生家马桶水箱里有蓝色“洁厕宝”，且
马桶的止回阀已坏。

吴艳芬说，抽水马桶的水箱储水
量毕竟有限，一般回流的水量不会很
多，对于已进入用户管道的蓝水，通过
排放可以解决。据她介绍，洁厕块对水
质肯定会有污染，但只会影响到户内
管，不会影响市政管网。“它不可能影
响到整栋楼和城市供水系统，一般最
多影响到自己家和邻居家”。

咋办？
最好的办法是不使用洁厕块

“如果停水后再来水，市民发现水
是蓝色的，可以拧开自来水水龙头，多
放会儿水，受污染水排放后，水就会变
清，恢复正常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吴艳芬提醒市民，这种情况下可以检
查一下马桶止回阀并及时修理。如果
有疑问，还可以向成都供水热线求助。

吴艳芬同时表示，要杜绝此类现
象发生，市民朋友一方面要尽量使用
符合供水规范、质量合格的用水器具；
另一方面要注意看停水公告，市民可
在停水时关闭马桶水箱送水阀门，另
外就是马桶损坏后要及时维修。当然，
最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尽量不使用
洁厕块”。她补充说：“现在抽水马桶也
比较容易清洁，用不着放洁厕块。且洁
厕块质量也是千差万别的。所谓导致
各种严重疾病，应该是一个累积效应，
不会因为一次偶发情况而出现。”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许家印亮相恒大20周年庆典

解码高速发展秘诀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172期 排
列3中奖号码：760，全

国中奖注数 4569 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76089，
全国中奖注数69注，每注奖额10
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 16074期开奖结果：前区 01、
05、07、11、14 后区03、08。一等奖0
注，追加0注；二等奖29注，每注奖
金308116元，追加5注，每注奖金
184869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
川联销“3D”第2016144期
开奖结果：625，单选 2242
注，单注奖金1440元，组选

3，0注，单注奖金480元，组选6，5533
注，单注奖金240元。●中国电脑型福
利 彩 票 全 国 联 销“ 七 乐 彩 ”第
2016062 期开奖结果：基 本 号 码 ：
05.07.26.04.20.18.13，特别号码：28。一
等奖3注，单注奖金483670元。二等奖
11注，单注奖金18844元。奖池累计金
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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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号
限行 2 7

马桶里放洁厕块
真的很危险吗？
微信疯传“洁厕块污染自来水会致癌”

自来水公司：同时符合两种情况确有可能回流，
但危险性被夸大了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20周年庆典上致辞

许家印和马云在庆典上

6 月 20 日，成都最高
气温冲破34℃，创今夏新

高，在成都中心城区，尽管范围小，但
也并非哪儿都热。记者在“成都气象”
客户端成都监测站数据中发现，昨日
下午3点，成都中心城区各地的最高气
温，望江公园25.0℃、省科协25.5℃、浣
花溪公园 26.0℃、四川省肿瘤医院
25.9℃ 、红 星 路 27.6℃ 、环 球 中 心
28.2℃ 、疾 控 中 心 27.4℃ 、合 江 亭
28.6℃。

同样在城区，不同的地方，同一时
段最大温差达3.6℃。如果从体感上讲，

这一温差完全可以将炎热变成凉快。上
述数据也证明，在中心城区，大片绿地、
公园在降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成都气象实况监测上，以 6 月
23日为例，二环内的观测站显示的最
高气温，除了个别设置在公园附近的
外，其余显示的最高温普遍高于二环
外的观测站，其中红星路观测站显示
昨日最高气温为32.1℃，合江亭观测
站显示数据为31.4℃，位列当日主城
区最高温一、二名。

根据程志刚对成都 2007 年到
2015年气候的初步分析，在这9年时
间内，二环内30℃以上天数高于二环
外，“这跟城市热岛效应有关。成都三
环以外，热岛效应是增强的，但总体上
气温还是比城中心要凉快。”

阳光回归就两天
月末雨水重光临

昨日，在时隔两天的阴凉
天气之后，成都阳光又小露了
一把。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天
空将逐步好转，今日在阳光助
力 下 ，最 高 气 温 将 回 升 至
31℃，29日白天阳光依旧值守
不偷懒。30日凌晨雨水逐步重
归蓉城，而且还有雷神相伴。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9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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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今日 多云
21℃~31℃
偏北风1-3级
明日 多云间晴
23℃~32℃
偏北风1-3级

6 月 20 日前后几天，即
使时不时来那么一场阵雨，
也丝毫没有对成都近期的高
温天气带来缓解。6月22日，
四川省气象台发布一项天气
信息，与平常的天气预报不
同，当日的信息中，气象专家
对 6 月 1 日-22 日全省的天
气状况做了统计。

在此期间，四川省平均
气温为23.1℃，较常年（1981
年-2010 年共 30 年）同期偏
高1.7℃，排历史同期第2高
位，“历史即 1951 年四川省
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年数
据。”今年 6 月，全省大部地
区气温偏高，其中盆地偏高
最为明显（见图示）。

对成都天气状况的统
计，四川省气象台主要参照建
立在除成都主城区以外的13
个区（市）县。四川省气象台设
置在各区市县的气象观测站
所显示的温度为观测站所在
区域一定范围内的温度。观测
站一般选在空旷地带，尽量使
观测站数据能代表该行政区
域的气温（见图示）。

从图中不难看出，在成
都西、南一带成温邛高速和
成雅高速沿线的区（市）县，
普遍比位于成都东、北一带
日均温低，其中最大日均温
差出现在崇州和金堂两地，
达1.5℃。

今年，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大气科学学院副教授程志
刚课题《快速城市化影响下
成都市城市气候特征研究》
结题，他通过分析卫星遥感
监测数据等手段，对比近45
年（1971-2014年）大成都范
围内的气候特征变化。

根据他的分析，成都西
部的林地地区，较多的植被
具有降温作用。通过今年 6
月1日至22日各地日均温数
据也不难看出，越靠近成都
中心城区的地方，气温越高。
昨日，成都仅大邑、蒲江、邛
崃这三个地处成都三圈层的
区（市）县，日最高气温低于
25℃。“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热
岛效应，具有升温作用，而近
些年成都一圈层、二圈层的
发展，逐渐与中心城区连成
一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解释越靠近中心城区，气温
越高的现象。”程志刚说。

中心城区
最大温差3.6℃

今年6月
成都高温纪录
被打破A

B大成都范围
西、南比
东、北低2℃~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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