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威尼斯堪稱恆大旅遊地產旗艦
雖然受樓市調控政策影響，內地樓市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然而恆

大地產進軍華東旅遊地產的旗艦產品─海上威尼斯在上海的驚艷綻
放，卻打破了上海樓市的平靜。

5月21日，海上威尼斯 「3D海居體驗館」在上海展覽中心盛大
開放，首日迎來全球2000多位高端客戶慕名參觀。

6月9日，恆大地產進軍上海的首個超大型項目恆大啟東 「海上
威尼斯」現場實景樣板區對外開放，該項目吸引了來自上海及周邊地
區的數萬名看房者。

瞄準上海的 「恆大·海上威尼斯」在接近性上具有明顯的優勢。
「海上威尼斯」位於江蘇啟東，2011年12月24日，崇啟大橋開通後

，啟東到上海高橋碼頭僅需35分鐘、到浦東國際機場僅需45分鐘，

從上海市中心到 「海上威尼斯」的車程僅為1小時。
海上威尼斯水城項目是集酒店、會議、飲食、娛樂、運動、保健

與商業於一體的超大型綜合旅遊度假居住區，也是中國東部唯一的海
景度假區，項目建設用地規劃面積9000畝，總建築面積近700萬平方
米，其中住宅總建築面積636萬平方米，商業配套面積61萬平方米。

基於優良的海景資源，恆大正斥巨資在項目外圍通過圍堤築壩、
濾沙淨水，打造由7.23平方公里的藍色海洋，此外恆大原版移植海南
柔軟白沙，將3.5公里延展海岸線營造成彙集沙灘排球、海水游泳、
潛水、賽艇、水球等運動的沙灘旅遊度假區。

海上威尼斯水城項目內部則以水為特色打造了119萬平方米的內
海，用58座獨立居住島嶼串聯40座世界經典名橋，組團和住宅以水
系為主體，水陸交通並行，在社區內即可領略威尼斯風情。

資源和配套是旅遊地產的核心價值點，業內人士表示， 「海上威
尼斯」佔據了上海這個沿海城市最為缺少的藍色海景度假資源，且產
品的推出恰逢板塊價值低點，未來的資產增值屬性更加突出。

在配套方面， 「海上威尼斯」通過國際招標，打造了總體量 32
萬平方米的十大配套：七星級標準國際酒店、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中心
、運動中心、飲食中心、羽毛球中心、網球中心、健康中心、娛樂中
心、商業中心、兒童娛樂中心，可一站式解決置業者的時尚生活需
求。

恆大海上威尼斯是以 「精品地產」為信條，專門為上海打造的房
地產作品，是恆大在中國旅遊度假綜合體領域的恢弘力作，其中，以
恆大特有的 「滿屋名牌9A精裝」體系，嚴格控制每個環節，保證了
裝修施工和產品品質的高標準。

恆大居 「大陸在港上市地產綜合實力」 榜首
恆大從單一的房地產住宅開發進入旅遊綜合體開發領域，被看作

是恆大發展到一定階段對資產的重新分配，是對長期收益資產的大布
局，將增強了恆大的競爭力與續航能力。而近年來不斷飆升的業績、
豐厚的土地儲備與寬裕的現金流，也為恆大新增長點的拓展提供了足
夠豐厚的資金基礎。

今年6月9日，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清華大學房
地產研究所和中國指數研究院聯合組成的 「中國房地產TOP10研究
組」在京發布了《2012中國房地產上市公司TOP10研究報告》。恆
大獲2012中國大陸在港上市房地產公司綜合實力TOP10第一名，並
囊括財富創造能力TOP10、投資價值TOP10兩項分榜單第一。

此次評選，在港上市內房企TOP10中，恆大全面超越眾多房企
領跑港股內房企；而滬深上市房企TOP10則繼續以萬科和保利為首
。恆大與領跑滬深上市房地產公司的萬科兩強對峙，行業龍頭老大競
爭呈現膠着狀態。

「中國房地產TOP10研究組」認為，近年來，恆大以超前的戰
略眼光提前布局全國二三線城市，定位明確，順應調控，薄利多銷，
獲得了逆市中的業績突破，實現了持續穩健發展，贏得了市場、金融
機構以及投資者充分的認可。2011年總資產增長71.4%，一躍成為資
產規模最大的大陸在港上市房地產企業，奠定了領先地位。

從今年三月開始，恆大業績報告顯示，銷售額逐月呈現大幅增長
態勢，特別是4月份熱銷81.9億，多項業績指標全國第一，銷售額、
銷售面積環比大增超100%。

穩居 「大陸在港上市地產綜合實力」 榜首的恆大地產(3333)，近期在上海推

出在華東地區的首個旅遊地產旗艦產品—海上威尼斯，雖然受樓市調控政策影

響，內地樓市仍處於低迷狀態，但無論是在上海上演的鴻篇巨製 「3D海居體驗

館」 ，還是在 「海上威尼斯」 和現場實景樣板區，都引爆上海及周邊地區購房熱

潮，恆大海上威尼斯旅遊綜合體登陸上海灘，也被譽為是繼足球之後，恆大給上

海帶來第二波衝擊。
本報記者 張光建

恆大海上威尼斯園林效果圖恆大海上威尼斯園林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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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地產：恆大的戰略布局
海上威尼斯項目是恆大地產集團在中國旅遊度假綜合體領域

的里程碑式力作，也是恆大大盤操作手法的典型案例，這些都緣
於恆大在標準化運營與企業戰略思路方面的進一步成熟，為其在
旅遊綜合體上的運營提供了大展拳腳的空間和資本，廣泛的戰略
布局以及全國化運營經驗優勢，加上中國旅遊業蓬勃發展的 「天
時」，為恆大在大規模布局旅遊綜合體帶來得天獨厚的便利。

按照恆大的布局，恆大旗下20%的投資將用於整個旅遊綜合
體產業的開發。未來3至5年內，恆大將完成全國20多個城市酒
店項目的布局，迅速佔領中國旅遊地產的半壁江山。

胡總勉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兩院院士大會北京開幕兩院院士大會北京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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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一日消息：胡錦濤在講
話中首先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
祝賀，並高度評價上次院士大會之後兩年來我國科技工
作取得的一系列新成就新進展和兩院作為科學技術思想
庫為國家決策提供重要科學依據的成績。

胡錦濤強調，當今世界，科技競爭在綜合國力競爭
中的地位更加突出，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
主要驅動力。

國家制定了 「十二五」規劃綱要，強調要以科學發
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調整需
求結構和擴大內需為導向，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更多依靠
科技創新驅動。形勢和任務對兩院院士和廣大科技工作
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廣闊舞
台。

力爭關鍵領域實現創新
胡錦濤就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對兩院院士提出六點希

望：
第一，希望兩院院士堅持勇於創新，積極引領科技

加快發展。
胡錦濤提出，要加快推進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深入

實施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工程，增強原始創新、集成創
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要加強戰略高技術創新
，發展空天戰略高技術，保證我國有效進出與和平利用
空間；發展海洋戰略高技術，提高我國海洋經濟水準，
保護海洋航運安全，開發深海資源；發展生物安全應對
技術，有效防控對人民生活和生態環境的生物威脅；發
展信息網絡戰略高技術，建設基於網絡信息的社會態勢
預警、分析、監控、應急體系，維護信息基礎設施和網
絡安全。要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科學創新，在生命科學
、空間海洋、地球科學、納米科技等領域力爭取得原創
性突破。要加強先導技術研究，在關係長遠發展的信息
技術、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等關鍵領域力爭取得重大創
新成果。

第二，希望兩院院士堅持服務發展，積極推動科技
與經濟緊密結合。既要從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中找準科技

創新主攻方向，又要把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
力。

科技面向民生重大需求
胡錦濤提出，要面向重點產業轉型升級，加強系統

集成創新，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實現關鍵工藝技
術、高端產品研發重大突破，從根本上扭轉重點產業關
鍵核心技術嚴重依賴國外的局面。要面向培育發展高技
術產業和新興產業，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促進高技
術產業向技術創新引領型轉變，從產業鏈低端向產業鏈
高端延伸，力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若干方面引領世界技
術和產業發展方向。要面向推進農業現代化，推動農業
發展方式轉變，發展高產、優質、高效、綠色農業，滿
足對農產品總量、品質、安全和多功能需求，延伸農業
產業鏈，提高農業綜合生產力。要面向建設可持續能源
資源體系，加快科技創新和成果應用，促進能源結構調
整，加強傳統化石能源高效清潔安全利用，加快新能源
產業化，提高油氣資源、重要礦產資源、水資源的勘探
、開發、綜合利用能力。

第三，希望兩院院士堅持創新為民，積極促進科技
成果造福人民。

胡錦濤提出，要面向民生重大需求，加強關係人民
衣食住行的科技創新，努力解決人民群眾高度關注的食
品安全、飲水安全、空氣品質的科技問題，努力解決多

發病、常見病、急性傳染病診斷和治療藥物問題，發展
早期監測、早期干預技術，努力攻克對人民群眾有嚴重
危害的重大慢性疾病醫療技術，發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
科學技術。要面向生態環境保護重大需求，發展城鄉環
境保護、治理、修復技術，着力解決環境污染、垃圾處
理等突出問題，開展示範和推廣應用，促進城鎮化健康
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提高自然災害監測預報和防災減災
能力。

勉建言獻策提攜才俊
第四，希望兩院院士堅持銳意改革，積極推動科技

發展體制機制創新。
胡錦濤表示，中央正在制訂《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

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深化科技體制改
革，要以促進科技與經濟社會緊密結合、支撐引領可持
續發展為核心，着力解決制約科技創新的突出問題，加
強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有機結合，建設國家創新體系，
強化基礎性、前沿性技術和共性技術研究平台建設，加
強軍民科技資源集成融合，推進各具特色的區域創新體
系建設，鼓勵發展科技中介服務，深化科研經費管理制
度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評價獎勵制度。

第五，希望兩院院士堅持甘為人梯，積極培養和提
攜優秀青年才俊。

胡錦濤表示，兩院院士都是學有建樹的學術帶頭人

，發現、培養、提攜青年人才是大家的一項重任。要善
於發現青年人才，客觀公正評價人才，熱情關心和支持
有科學潛質的優秀青年人才。發揚學術民主，提倡不同
學術觀點的平等討論，鼓勵青年人才敢於發表和堅持自
己的學術見解、敢於質疑和超越老師的學術思想、敢於
開闢新的研究方向，營造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學術環
境。

第六，希望兩院院士堅持建言獻策，積極發揮決策
諮詢重要作用。

胡錦濤指出，科學決策需要科學諮詢。兩院要發揮
國家科學技術思想庫作用，緊緊圍繞應對全球性重大挑
戰、突破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瓶頸、破解科學技術
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深入開展諮詢研究，客觀獨立發表
意見，坦率真誠提出建議。

籲加強科研誠信建設
胡錦濤最後強調，院士稱號是我國科技界的最高學

術榮譽，院士的一言一行都會對社會風尚和學術風氣產
生很大影響。希望兩院院士牢固樹立追求真理、造福人
類、服務國家的理念，以身作則，嚴格自律，模範遵循
學術規範和科學倫理，自覺抵制學術不端行為和不正之
風，加強科研誠信建設。

本次大會有兩院包括香港、台灣地區院士在內共有
1221名院士參會，另有33位兩院外籍院士應邀與會。

中國科學院第十六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
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會11日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胡錦濤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
。胡錦濤寄望兩院院士和廣大科技工作者要
肩負起自己的使命和責任，緊緊圍繞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緊迫需求，抓住
新科技革命的戰略機遇，推動我國經濟社會
發展盡快走上創新驅動的軌道。

◀6月11日，中國兩院院士大會開幕，胡
錦濤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胡錦濤提六點希望
第一，希望兩院院士堅持勇於創新，積
極引領科技加快發展。
第二，希望兩院院士堅持服務發展，積
極推動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
第三，希望兩院院士堅持創新為民，積
極促進科技成果造福人民。
第四，希望兩院院士堅持銳意改革，積
極推動科技發展體制機制創新，建立健
全科學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國
家創新體系。
第五，希望兩院院士堅持甘為人梯，積
極培養和提攜優秀青年才俊。
第六，希望兩院院士堅持建言獻策，積
極發揮決策諮詢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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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偉倫研究講座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系主任

香港城市大學常務副校長

香港大學研究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外科講座教授

前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系主任

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科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化學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化學機械工程學系榮休教授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學研究講座教授

香港大學外科系講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協理副校長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