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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首批500件作品飞入市民家
“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今日起正式接受各位书迷预定

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全年业绩有望超5000亿元

当天发布的业绩显示，6月单月
恒大实现销售额611.2亿元，行业第
一，同比增95%，环比增60%。前6个
月，该集团也已完成年度任务的一
半多。

再看 1～6 月，根据克而瑞最新
发布的销售榜单，恒大以2291.6亿元
领先行业。行业普遍认为，权益销售
额是销售业绩最真实的反映，能更客
观地显示房企实力，尤其是房企的资
金运用和战略把控水平。恒大自
2017年开始由“规模型”向“规模+效
益型”转变，预计利润将实现大增。

另据恒大公告，该公司2017年6
月新开盘项目 32 个，上半年新开盘
项目累计达 79 个，下半年按计划还
将有223个新项目开盘。行业人士认
为，大量的新开盘项目是恒大6月及
上半年销售双双创新高的重要因素，
下半年新开盘力度远超上半年，销售
亦将远超上半年，全年销售将轻松突
破4500亿元目标，有望超5000亿元。

业绩稳健增长的背后

今年上半年楼市调控不断
收紧，在此环境下恒大依然能够
实现快速增长，在行业人士看
来，这与恒大自身的战略有着密
切的关系。

首先，在布局方面恒大将重
心倾向了一二线重点城市。据了
解，恒大在全国240多个城市布局
了700多个项目，一二线项目占比
超七成，均为目前销售情况好的
区域。同时，恒大市场定位准确，
产品线里中端及中高端产品占比
85%，定位刚性需求，市场巨大；恒
大还拥有大规模快速开发的能
力，保证标准化运营和高周转。

此外，恒大是国内率先实施
无理由退房的房企和极少数实现
全精装交房的企业。截至目前，恒
大与800余家国内外品牌企业建
立了战略联盟，确保装修品质。

正是有了上述这些因素，推
动着恒大销售的稳健增长。

多措并举 不断优化资本结构

根据恒大2016 年年报，截至去年12
月 31 日，恒大永续债为 1129.44 亿元，同
比2015年末的757.37亿元增加约49%。

也正因为如此，恒大于今年开始大手
笔赎回永续债。而早在5月，恒大就完成了
71.3%永续债的赎回，提前完成2017年全年
赎回70%永续债的目标。同时，恒大决定在
今年6月30日前赎回剩余全部的永续债。

实际上，赎回永续债是恒大优化资本
结构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恒大今年还
通过引入战略投资、发行低息长期美元债
等措施，对资本结构持续进行优化。据悉，
今年恒大引入了两批共计 700 亿元的战
略投资，目前已全部到账。以恒大2016年
年报数据测算，引入战略投资完成后，恒
大净资产将大幅增厚，净负债率将由
119.8%大幅下降至61.2%。

此外，今年6月，恒大成功发行38亿美元
债券，加上要约交换债券28.24亿美元，合计
发债66.24亿美元，利率最低6.25%，期限最
长8年。分析认为，此次发债规模大、利率低、
期限长，将极大改善恒大的债务结构。（谢雯）

恒大发布半年业绩：
全年销售目标已完成过半 赎回全部永续债

7月3日，中国恒大发布销售简报称：2017年前6个月，恒
大累计销售额达到了2440.9亿元，同比增长72%；完成4500
亿元年度目标的54%，年内有望冲击5000亿元的销售大关。公
告还显示，截至6月底，恒大已完成全部永续债的赎回。

“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
作为“成都诗词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全国性书法活动，利用书法这
一优秀传统艺术形式，展览加比赛的呈
现和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以表达对成都
的热爱和传统文化的承继。本次大展的
评审也开全国先河，连续3天网络直播。
所评出的 200 件优秀作品，在评审各个
环节都按照预期计划进行。

据主办方介绍，“历代名人咏成都·
全国书法大展”作为四川省书协成立30
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书法大展，在全国乃
至全球进行推广，让天府文化的丰富内
涵在全国推广、全城普及。

一眼看过30年。按照省书协常务副
主席、秘书长戴跃的说法，这些作品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四川书坛甚至全国
书法界的一个很高水平，一、二等奖获得
者也几乎是书法国展的获奖常客。而展
览场地——四川省中国书画美术馆也是
举展的佳所。记者近日陆续采访的一些
获奖作者，都表示非常期待这次具有创
新意义的全国性大展，歌咏成都的历代
名人用经典诗词记录了他们对天府文化
的热爱，当代书家则用书法的形式传承、
传播和弘扬天府文化。

开幕时间： 2017.7.21下午3点
展览时间： 2017.7.21~7.31
咨询电话： 028-86787718
展览地址：四川省中国书画美术馆

（成都市青羊区百花潭路10号）

16倒计时 天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
书法大展”7月21日即将在四川省中国书画
美术馆（百花潭路10号）重磅开展的消息一
经公布，立即在书法界内外引发强烈关注。
6500 件参与作品评选后精选出的 38件获
奖作品、200件入展作品、14件特邀评委和
艺术家作品将齐齐亮相此次大展，展览持续
10天，免费对书迷和公众开放。作为天府文

化的一次全国推广、全城普及活动，展览还
特别配套三大活动盛饕书迷：5000件参赛
书法作品免费抢；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上市
预定；“书法之美”获奖作者分享会百名听众
招募。

而昨天最为火爆的“抢字”活动堪称书
法界的首次“大秒杀”。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
里开展的“抢字”活动于中午 12点开抢，首

批次闭卷分装的 500件参赛作品在 2分钟
内即告结束“战斗”，一抢而空！午饭后就有
几十位获得者陆续前来领取作品。另据成都
商报记者了解，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从昨天
开始火热预定，书迷响应热烈，古色今香，先
定先得。

第二批“抢字”活动相关信息，请各位书迷
持续关注成都商报各平台的跟踪报道。

“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
展”的组织、征稿、评审和宣传推广等
各环节的工作，都尝试了全新的方式，
影响力十足。展览在向全球推介、宣传
天府文化上，可圈可点；来稿数量大、
质量高，其中，仅四川来稿就占 6500
件总投稿量的47%，200件入展作品中
四川占比也为47%；组织形式和组织
手段也走在了前沿，把书法这门优秀
传统艺术与现代最先进、最具影响力
的传媒方式相结合，使得推广效能、宣
传力度得以放大很多倍。

为了体现对书法作品和书法家的
尊重，“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
展”作品集也一并上市，今日起正式接
受各位书迷预定！作品集由成都时代出
版社全国公开出版发行，收录本次入展
的200多件书法精品，典雅精装，印制精
准，每册定价188元，为回馈各位书迷，
现在预定特价每册155元。

书法作品集购买方式：

1.“岁月艺术”官方微店在线购买；
2.银行转账汇款到四川岁月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汇款时需备
注姓名及收货地址；

公司名称：四川岁月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

账号：7411010182600218103
开户行：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3.成都城区提供送货上门，货到

付款。

“书法之美”获奖作者分享会

百名听众招募启动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

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的前言中有12
字可概括本次大展的特点：植根传统、
兼顾当代、文质兼美。

一场大展从策划之初，到举展在
即，圈内外众人牵念，为形成一场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天府文化普及活动，也
为更多业内外书家、书迷不单能通过
观展领略书法之美，还可以通过书法
鉴赏、实际习练得到更深层的书法体
悟，大展主办方将在大展期间特别推
出两期“书法之美”获奖作者分享会，
地点就选在全国书法大展的展厅，这
在全国书法展览中尚属首次。

主办方、承办方特别邀请部分获
奖作者和大展评委，与各位书家和书
法爱好者分享此次的展览作品，畅游
书海风景。由于场地限制，每期分享会
限 50 人，书法家、书法爱好者皆可报
名。具体时间安排和报名办法请密切
关注成都商报各平台的跟踪报道。

王烨是在母亲影响下参与
这次活动的。在得知抢到 271
号作品后，在软件园上班的王
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母亲立即来商报领取作品，回
家途中突然下起大雨，生怕淋
坏作品，王妈妈把作品紧紧贴
在怀里。回到家拍好照片发给
王烨，说要装裱起来，挂在家里
留作纪念。“妈妈看见这个相当
兴奋，我对这个没有很大感觉，
但是妈妈喜欢。”说起与书法的
故事，王烨觉得母亲才是最有
资格说话的人。

王妈妈是辽宁人，来成都
已50年了。她从小在父亲漂亮
毛笔字里得到书法艺术的熏
陶，但苦于生活动荡，没时间继
续钻研书法。直到后来随父亲
定居成都，退休之后在老年大
学里重拾当年的心头好。“上次
商报在东郊记忆举办的用户节
我也去了，也拿到一幅名家的

书法作品，我是成都商报的忠
实粉丝。这次作品是写的李白
的一首诗，太开心了！”王妈妈
像个孩童般表达兴奋之情。

大学刚毕业的谢语嫣，从
事媒体工作，昨天第一时间了
解到抢字活动。小时候的她并
不喜欢文绉绉的书法，“不能
动，太难受了！”这是她对于书
法的第一感受。但到后来，逐渐
觉得这门看似“不能动”的艺
术，越来越有意思。“我也有自
己的作品，但错过了时机没能
投稿。”

抢到书法作品的许志文还
对活动提出了建议。虽然很喜
欢书法，但他并没有太深了解，
昨天抢到一幅狂草作品，硬是
半天没看出来写的什么。“我很
喜欢这个作品，可半天没看懂，
真可惜。身边好多朋友也不怎
么了解，要是商报能有个查询
作品的渠道就更好了。”

抢到一幅狂草作品
可惜半天没看懂

书法大展
一眼看过30年

活动》
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
火热预定中

爱家

大展

持续 50 天火热征稿，使得来稿
量创四川省书协创立30多年来的最
高纪录——近 6500 件各类书法作
品。如何让书法大展达到全民普惠、
文化浸润的作用？主办方再开业界
先河，遴选 5000 件参赛作品以抽奖
形式免费赠予书法爱好者，让这些
优秀作品走入市民家庭，让天府文
化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艺术品。

由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开展的
“抢字”活动于昨日中午12点开抢，
首批闭卷分装的 500 件参赛作品 2
分钟被一抢而空，震惊了工作人员！

44岁的童朝领是第一个抢字成
功者，作为成都王府井百货的一名后
勤职员，1990年来蓉当兵，随后就留
在成都，成家立业。昨天他在抢字成
功后就直奔领取地，当他喜滋滋地进
入办公室时，一脸的雨水还没来得及
擦，“我们一家人都喜欢看报，以前是
看报纸，现在更多是在手机上看新
闻。”童朝领了解到这次成都诗词大
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

的活动就是通过成都商报的官方微
信公众号。得知可以免费领取书法作
品后，心心念念等到7月4日中午12
点参加抢字活动。“我趁着午休时间
来商报领取，家里那面墙就是需要挂
一件东西。这件好哦，装得也好，颜色
也搭。”虽然客厅里已经摆满了家居
用品，童朝领还是拾腾出一面窄墙挂
上这幅意外之喜。一边摆弄着作品，
一边和岳父母讲解作品的内容，“好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刚好昨天成都下了一
场及时雨，虽不是春，但对于童朝领
而言，确是一场甘霖。

记者得知，童朝领少时受到父
辈影响，热爱并学习书法，写得一手
好字。以前每到过年，村里家家户户
都会来找他及其兄长帮忙写春联，
从小就与书法结下不解情缘。“你们
作为主流媒体，就是要多办这类活
动，让大家都看见书法的美嘛。”童
朝领脸上洋溢着憨实的笑容。“商报
啊，我们都看了好多年了哦！”

2分钟秒杀惊呆工作人员
首位幸运儿冒雨领取抢字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记者 刘海韵

2分钟抢空

首批“抢字”成功的市民陆续前来领取书法作品

童朝领将“抢”得的书法作品挂到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