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青羊区太升创业大街、西
村·贝森大院、明堂青年创意中心等
3个双创载体被市民推选出来，进入
投票名单。前两天，西村·贝森大院、
明堂青年创意中心一直受到热烈追
捧，票数迅速过百，并持续拉升，截止
到上周五就已经双双突破1000票。

9月6日就是投票的最后一天，
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没想到经历了周
末两天，原本还表现平平的太升创业
大街，票数却一路飙升。上午就已经
逼近之前领先的西村·贝森大院；到
了下午，票数还继续赶超，排名直接
进入所有参评地标的第一梯队。

太升创业大街究竟有什么魅
力，能够受到如此青睐？

围绕三大产业
太升路谋划转型发展

太升路的名头，在全国的通讯
领域都如雷贯耳。这条不到一公里的

街上，商铺林立，车水马龙，最鼎盛时
期的营业额甚至达到了70亿元。

即便经历过如此辉煌，如今的
太升路依然面临着发展窘境：白天
繁花似锦，但一到晚上七八点马上
就退潮；一街之隔，与同为成都商业
繁华地段的春熙路、红星路步行街
相比，街容街貌和商业氛围却有着
较大差别……

为此，青羊区委、区政府开始谋
划太升路商圈的整体转型发展，为
其寻找能够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
长久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
该区域已经初步形成数码电子产业
及人才集聚高地，拥有恒大广场、雄
飞大厦、电信大厦、锦天国际、华信
大厦及讯捷、赛格商城等优质载体
资源，是当前成都市创新创业最活

跃的城市中心区域。
“产业太升、智慧太升，是太升商

圈未来的转型方向。”青羊区有关负
责人介绍，未来的太升商圈将重点发
展互联网+通讯业、现代金融业、休闲
商贸业三大产业。今年3月青羊区宣
布在太升商圈雄飞中心打造科技金
融专业楼宇，如今雄飞中心已入驻企
业18家。隔街相望的恒大中心，也已
经入驻企业20家。

搭乘“双创”东风
打造成都版“中关村创业大街”

去年 2 月，创业天府的号角正
式吹响，创新创业更成为太升路转
型升级的又一个发动机。

今年7月，青羊区宣布携手深圳世
联科创、启动“太升创业大街”，以“创业
办公”为核心，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双
创孵化服务模式与平台，重点服务电子
数码及周边产品的创新创业，为创业者
提供各种层次的办公、生活所需的软硬
件一体化配套，打造集工作、社交、居
住、娱乐为一体的复合型创业社区，打
造成都版“中关村创业大街”。

事实上，在太升创业大街，一个
涵盖在线孵化、创业苗圃、加速器、
特色楼宇等在内的多层级孵化空间
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目前，太升路已经引进和培育
出一批知名的孵化器。已建和在建

的有：“雄飞·小样青年社区”“中国
电信成都创新创业中心”“二月茶@
大健康众创孵化平台”“北京中创体
科技金融加速器”等多家专业孵化
机构。正在筹备的还有讯捷通讯文
化体验中心、龙翔咖啡众创空间等
专业机构。

其中，“小样青年社区”品牌隶属
于深圳世联科创集团，该集团是由唯
一同时拥有4家国家级孵化器的科技
创新服务提供商、中关村创业大街缔
造者——清控科创与唯一A股上市
的房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世联
行联合组建。“我们将以互联网+、科
技型服务企业、新型商务商贸为核
心，打造集‘创、研、展、销、投’为一体
的全产业链服务平台。”雄飞·小样青
年社区负责人王韵凯说。

成都电信也将借助青羊区打造
太升创业大街的契机，建设中国电
信成都创新创业中心。中心面积近
5000㎡（包含楼顶洽谈办公区域），
将突出 LOFT 风格，建成集信息化
体验与双创成果转化为一体的科技
体验基地。

而包括恒大中心、雄飞中心、赛
格广场等在内的青羊区互联网金融
产业园、青羊区科技金融中心、青羊
区通讯设备电子商务园等载体建设
也日趋完备，能够提供数万平方米
的创业空间。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摄影 实习生秦天

投票持续到今日15：00
这样参与：

扫描二维码，关注微
信公众号“028报道”，进
入投票页面，勾选你认为
堪称“成都创新地标”的点
位（可多选），然后点击投
票即可，每个微信号只能
投票一次。

责编 许媛 美编 蒋利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 05

票选成都创新地标 今日15点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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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次点击和投票！
8 月 30 日到 9 月 5 日，“成都创

新地理再发现”活动开启投票通道，
截至昨日下午4点，共有25000多名
读者参与活动，为自己心目中的“成
都创新地标”投下17473票。

今天，“成都创新地标”评选活
动进入投票最后一天，截止时间为
15：00。哪些地方堪称成都创新地
标？哪些区域最能吸引创新创业人
才？快扫描版面上的二维码，关注

“028 报道”，为你心中的成都创新
地标投票吧！

拉票大战 各施奇招

从 8 月 30 日投票通道开启开
始，“成都创新地标”投票活动就吸
引了广大八粉们的关注，每个地标
的得票次第上涨，竞争非常激烈。

“请投坐落在平乐古镇的国
内唯一以白酒为主题的创新地标
——菁蓉酒谷。”投票开始当天，
邛崃经科信局局长崔艳就在朋友
圈里转发了“成都创新地标”的投
票通道，号召朋友圈里的亲朋好
友参加“成都创新地标”投票活
动，为邛崃的菁蓉酒谷投票。一传
十，十传百，以这样接力的方式，

邛崃菁蓉酒谷的票数不停上涨，
截至昨日下午 4 点，以 2740 票名
列榜首。

关注电子科技大学产业园的
八粉们也自发地加入宣传活动、
拉票序列中。“校友们，快来为我
们的母校投一票！”在投票的前两
天，电子科技大学产业园的得票
暂时居后，不少电子科技大学的
校友们特别着急，纷纷把投票链
接转发到校友群、朋友圈。很快，
电子科技大学产业园得票数就后
来居上，超越了众多竞争对手，以
2541票位居第二。

截至昨日下午 4 点，汇融创客
广场、众创金融谷、西村·贝森大
院、明堂青年创意中心、磨子桥创
新创业街区、红星路 35 号创意基
地、环交大智慧城、新都蜂云谷等
创新地标的得票数都还不错，分列
3~10位。

今日，“成都创新地标”评选投
票环节将进入最后一天，投票截止
时间为今日 15：00。如果你还没有
为你心中的成都创新地标投票、如
果你喜欢的创新地标票数暂时落
后，不要犹豫，赶快行动起来，转发

“028 报道”的文章，邀请更多的朋
友来参与投票吧！

投票之余 留言示爱

在投票的同时，还有不少八粉
通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给八哥留言，
洋洋洒洒地表达自己是某个创新地
标的“真爱粉”。

“MR.雷”在留言中告诉八哥，
他特别喜欢双流的创客公园，希望
八哥能推荐一下它，“我已经给它投
票了，但是投票还不能完全表达我
对它的爱。”据八哥了解，创客公园
坐落于双流区新城中央地带，建筑
环湖而建，景观水体轴线贯穿整个
园区，环境十分优美，为国内首创的

“公园化”新型创客空间。
众创金融谷则因为在金融界的

声誉得到了不少八粉的推荐，环交
大智慧城则是因为在轨道交通领域
的专业优势深受八粉们青睐……除
了这些，对于“成都创新地标”活动，
如果你有投票之外的话要说，欢迎
给八哥留言。

最终，结合票选结果，综合专
家、创客、创业导师、投资人等多方
意见，将从候选的双创载体、孵化
器、产业园等中间，寻找并评选出十
大“成都创新地标”。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截至昨日下午4点
成都创新地标
投票TOP10
（25000次点击和投票）

邛崃菁蓉酒谷
电子科技大学产业园

汇融创客广场
众创金融谷

西村·贝森大院
明堂青年创意中心
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
红星路35号创意基地

环交大智慧城
新都蜂云谷

雄飞中心正打造为科技金融专业楼宇

孵化器扎堆布局

太升创业大街成创新地标投票“黑马”
谁是市民心目中谁是市民心目中““20162016成都创新地标成都创新地标”？”？88月月1616日日，，成都成都

商报新媒体矩阵成员商报新媒体矩阵成员————““028028报道报道””公众号推出了公众号推出了 20162016
““成都创新地理再发现成都创新地理再发现””活动活动，，发动全城市民推荐自己心目中发动全城市民推荐自己心目中
的创新地标的创新地标。。88月月3030日日，，近近3030个地标开始接受公众投票个地标开始接受公众投票。。

你心中的创新地标
入围了吗？

连续2月突破400亿大关

数据显示，继7月后，恒大再次创
下房企单月销售历史最高纪录，其单
月482.7亿元的销售已相当于部分大
型房企全年销售额，可以排入2015年
全国百强房企销售排行榜第17位。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恒大单
月销售屡创新高已成常态，并在最近
两个月连续突破400亿大关，反映了
其愈发强劲的销售势头。

2016年1-8月，恒大累计实现销
售额2330.6亿元，同比增98.3%，超去

年全年2013.4亿实际销售额16%，完
成 上 调 后 的 3000 亿 年 度 目 标 的
77.7%，预计全年将超额完成3000亿
的目标，较去年大幅增长超五成。

“随着行业分化加剧、集中度不
断提升，预期恒大这样的大企业将获
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未来的增长仍
会不断提升，行业龙头地位愈加凸
显。”分析人士表示。

多项数据创行业第一

事实上，七八月均属楼市传统淡
季。最新市场报告显示，8月北京等重
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继续下降。而
恒大各地项目持续热销，屡创当地楼
市销售纪录。

公开资料显示，8月开盘的南昌
恒大华府 2 小时即刷新当地市场销
售峰值；天津恒大御景湾开盘仅 1.5
小时便售罄。而仅仅8月27日、28日
两天，恒大 7 盘齐开再获市场追捧，
开盘首日劲销 70.3 亿，彰显了企业
的实力。

恒大不久前发布的半年报显
示，其总资产达 9999.2 亿，有望成为
国内首家万亿总资产房企；营业额
875亿，同比增12.6%；房地产核心业
务利润 104.9 亿，同比增 19.1%；并手
握现金余额2120亿元。几项数据分

别较万科高出 2876 亿、127 亿、24.8
亿、1401亿。国内权威机构克而瑞的
数据也显示，恒大前八月权益销售
2238 亿元，较万科高 528.1 亿。业内
普遍认为，恒大已全面超越万科，成
为行业第一。

产品竞争优势强劲
推动持续热销

业内人士认为，恒大产品定位刚
需，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是
其项目开盘保持热销的重要原因。

恒大以“质量树品牌”为企业宗
旨，严格执行精品战略，是全国唯一一
家实施无理由退房的企业，高品质高
性价比的产品赢得购房者追捧。凭借
强大的企业实力，恒大拥有强大的成
本控制能力、市场定位准确的产品线、
大规模的快速开发能力，也成为恒大
产品强大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外，恒大与800余家国内外品牌企业
建立战略结盟，确保装修品质，是唯一
能够大规模建设，且全部精装交楼的
企业，同时与全国知名家居企业合作，
实现业主购房拎包入住。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恒大在
全国齐开7个项目，开盘首日即销售
67亿。业内预计，按此势头，其9月单
月销售有望继续创新高。 （谢雯）

摩尔国际汽配城“靓车街”
被依法拆除

不少市民爱去摩尔国际汽配城内
的“靓车街”买汽车装饰用品，但鲜有人
知这片简易钢构搭建成的临时建筑是
违法建筑。昨日上午，市规划局与武侯
区政府、区治违办、簇锦街道办事处共
同出动执法人员及施工人员100余人，
依法对摩尔国际汽配城B座内一处占
地6700平方米的违建市场强制拆除。

据市规划执法监督局执法二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处违建是摩尔国际汽
配城开发单位未经建设规划部门许可
擅自修建，并出租（出售）用于汽车装饰
用品经营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到，摩尔国际汽
配城项目对外宣称共占地398亩，规划
建筑面积60多万平米，被定位为汽车展
销、汽车用品、装车玩车、汽车文化等商
业功能。其中摩尔靓车街被宣称为专业
汽车装饰及改装街区，提供汽车装饰、
贴膜、改装服务。

昨日拆除的部分违建正是“靓车
街”，它们仅仅由一片简易钢构搭建而
成，目前该区域内60%的商户已经搬
迁。“按照规划的用地属性，这片土地
原本属于物流市场用地。”上述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没有报批的情况下，开发
单位擅自修建了这片 6700 多平方米
的汽配市场。去年5月，该局接到市民
举报时，经过调查举证后，他们接连下
发了限期拆除的通知书。

市规划局与属地政府在7月开展
了对该处违建的拆除工作，昨日上午正
式启动第一批拆除工作，涉及面积近千
平方米。据介绍，这是武侯区今年拆除
的最大违建，年底前所有违建商铺将全
部拆除完毕。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昨日，摩尔国际汽配城，违建被依法拆除

恒大昨日发布8月业绩

创行业单月销售新高482.7亿
昨 日 晚 间昨 日 晚 间 ，，中 国 恒 大中 国 恒 大

（（HK.HK.33333333））发布公告称发布公告称，，88月月
实现合约销售额实现合约销售额482482..77亿元亿元，，
同比增同比增196196%%，，环比增环比增1212..22%%，，
创行业单月销售新纪录创行业单月销售新纪录。。

业内指出业内指出，，恒大已进入恒大已进入
《《财富财富》》20162016世界世界 500500强强，，位位
列中国列中国 500500强强 4343位位，，不断增不断增
长的销售额将推动其营收继长的销售额将推动其营收继
续创新高续创新高，，预计其未来在世界预计其未来在世界
500500强的排名将大幅提升强的排名将大幅提升。。

上周末，恒大在全国齐开7个项目，开盘首日销售67亿

候选地标

点击

本月14日起加开多趟动车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昨日，记
者从成都铁路局获悉，今年中秋小长
假期间，成都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
235万人次，同比增加36万人次左右。
从9月14日开始，成都铁路局将重联、
加开绵成乐城际动车组、重联成渝高
速动车、重联成都至广元动车组、加开
重庆北至青城山城际动车和重庆北至
峨眉山、绵阳的跨线动车组。

除此之外，成都铁路局还将对管
内宝成、成昆、达成、渝怀、川黔等普速
铁路运输能力进行加强，加开成都至
江油K9544/3次、成都至广元K9460/
59次、攀枝花至德阳K9468/7次、成都
至达州 K9456/5 次、重庆北至秀山
K9377/8次、重庆至草海K9566/5次、
草海至六盘水K9469/70次、重庆北至
阆中T8871/2次、贵阳至内江K9447/
8次等9对普速客车。

同时，针对川渝地区旅客有在小
长假期间赴西安、昆明、长沙、武汉、南
宁等城市旅游的习惯，成都铁路局还
对28对热门客车实行了“硬卧代座”，
24对客车实行加挂车厢等方式，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