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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假期楼市

A07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长沙房企国庆黄金周具体推出了哪些优惠

假期热闹的除了景区，
还有楼市
长沙房企抢滩黄金周，
节前扎堆拿证推新，
并推出各种优惠

推出不同程度购房优惠

个
9月21日至25日，
长沙
共计26个项目取得预
售许可证，
拿证楼盘数
量较九月第三周多出
10个。

本报记者牛蕊 长沙报道
金九银十是楼市抢收季，国庆假期更是房企
发力、冲刺年终业绩的黄金周。国庆将至，长沙

各项目推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多个项目已获得预
售许可证。与此而来的还有万科、恒大、保利、建
发、金科等房企推出的购房优惠。各大房企打出
“让利购房者”
的口号，
备战国庆黄金周。

一天内10个项目扎堆拿证
9 月 25 日，房企拿证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一
天之内 10 个项目扎堆拿证。事实上，自 9 月下旬
以来，长沙房企拿证的步伐明显加快。
根据湖南中原统计，9 月 21 日至 25 日，长沙
共计有 26 个项目取得预售许可证，拿证楼盘数
量较九月第三周多出 10 个。其中，9 月 25 日拿证
的项目有旭辉·雨花郡、红星天铂、碧桂园·智慧
城市、北辰中央公园、正荣滨江紫阙台、中海阅麓
山、金辉优步花园、澳海云天赋、东原麓·印长江、
绿地 V 岛等。房企拿证速度加快，意味着国庆期

间长沙将有更多的房源可供购房者选择。
关注度较高的纯新盘旭辉·雨花郡在 9 月 27
日迎来首开，创下 12 亿元的销售额。该项目毛
坯住宅限价 11800 元/㎡，项目体量较大。另一
个纯新盘碧桂园·智慧城市迎来首开，预计将推
出高层住宅及叠墅。老盘北辰中央公园此次推
出 36 套 洋 房 ，面 积 区 间 为 151-190 ㎡ ，均 价 约
12500 元/㎡，据悉开盘时还将有一定的折扣。雨
花区网红盘红星天铂推出建面约 125㎡、135㎡纯
板式公园洋房。

各大房企抢滩国庆黄金周，从其打出的购房优
惠可见端倪。
央企保利在全国范围内出绝招，规定湖南在售
全系产品，包括住宅、公寓、商铺等可集中优惠。分
别有一口价房源、优惠一元助力券、拼团折上折、国
潮限定秒杀、物业费减免等优惠方法。其中，
“一口
价房源”规定每个项目每周上新百套一口价特惠房
源，比如保利香槟国际每周上新 50 套一口价房源，
价格低至 5800-6000 元/㎡。保利东郡所有商铺可
享受 9 折优惠。
长沙万科整合万科滨河道、
万科魅力之城、
万科
天空之境、
万科紫台、
万科金色梦想等在售楼盘，
推出
多重优惠，
各类优惠举措将贯穿 8 天长假。其爱意钜
惠礼规定，
每天将推出10套惠礼房源，
单价最低8字头
起。购房者到访、推荐、成交都将获得相应的礼品。
恒大大王山的 3 个项目恒大文化旅游城、
恒大半
山悦府、恒大滨江左岸也推出一定的优惠。恒大文
化旅游城住宅低至 85 折，恒大半山悦府小高层卖 7
字头，洋房卖 9 字头，每天将推出 3 套特价房限时秒
杀。恒大滨江左岸首期付款 7.8 万起。此外，金科、
建发、
华润、
润和、
长房等均已推出相应的购房优惠。

9月最后一周供销双涨
房企加速拿证反映到数据上，则是 9 月最后一
周长沙内五区商品房供销双涨。克而瑞机构的数
据称，上周长沙商品房供应 68.44 万平方米，环比上
涨 57.03%，成交面积为 28.95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27.97%。湖南中原数据显示，9 月最后一周长沙一
手住宅成交1633套，
成交面积20.64万平方米，
环比分
别上涨 29%、28%。一手住宅供应 2852 套，供应面积
34.84万平方米，
套数环比上涨3%、
面积环比下降1%。
现实是，在楼市持续限购之下，虽然房企的营
销和拿证热度较高，但市场去化整体依然处于低
位。据湖南中原统计，上周长沙有 8 个住宅项目开
盘，推出房源 1511 套，成交 741 套，去化率为 49%。
上周开盘项目有润和湘江天地、金辉优步学
府、恒大御景天下、中欣楚天御府、保利中环广场、
万科魅力之城、中建嘉和城凤凰台、中建璟和城。
去化较好的项目有润和湘江天地、金辉优步学府。
其中，金辉优步学府去化 90%，推出 120 套毛坯住
宅，成交均价 7600 元/㎡。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最
初以毛坯销售，后改精装销售，此次开盘又回归毛
坯，市场认可度较高。

20家房企争抢望城区金山桥地块
本报长沙讯 9 月 22 日，位于金山桥街道新
巷南路与金圆路交叉口西南角的[2020]望城区
019 号地块，在竞拍时熔断。019 号地块迎来 23
家房企出价，最高竞价 96678 万元，折合楼面价
3110 元/㎡，溢价 23%。该宗地块住宅限价 8500
元/㎡。
日前，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区分局
对 019 号地块竞买人进行公示，共有 20 家房企进
入摇号环节，意味着有 3 家房企未通过资格审
查。进入摇号的房企有长房、中交、保利、万达、
澳海、合能、华润、宁夏中房、万科、天健、中天、美
的、金科、日盛等房企，品牌房企不在少数。
长沙市国土资源网站信息显示，9 月 29 日上
午 9 时 30 分，
在长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 019
号地块摇号活动，
该地块花落谁家，
会正式揭晓。
记者牛蕊

营收千亿级企业首次突破200家
据新华社电 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 28 日
在郑州发布，500 强企业中营业收入规模在 1000
亿元以上的企业数量增至 217 家，较上年净增 23
家，其中 8 家企业营收超过了 1 万亿元。
2002 年首次发布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时，企
业入围门槛年营业收入只有 20 亿元，营收千亿级
的企业只有 10 家。
今 年 中 国 企 业 500 强 的 入 围 门 槛 为 营 收
359.61 亿元，较上年提高了 36.36 亿元。中国石
化以 2.81 万亿元营收排名榜首，国家电网、中国
石油位列二、三位，营收分别达到 2.65 万亿元和
2.62 万亿元。
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营收总额达到 86.02 万
亿元，较上年增长 8.75%；实现净利润 38924.14 亿
元，较上年增长 10.2%。
今年 500 强企业中有 431 家企业提供了研发
数据，合计投入研发费用 10754.06 亿元，研发强
度为 1.61%，
达到历史高位。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任爱
光 28 日在 2020 世界计算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面对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我国电子信息产
业化危为机，率先恢复良好发展势头。2020 年 1
至 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增速位居工业各行业之首。
任爱光说，2020 年 1 至 7 月，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其中，计算机行业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8%，利润同比增长 16.7%。
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超算
等技术升级与突破，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
动技术落地应用，推动打造以计算为核心的产业
生态体系。

专 题 它不仅会隐身，
还有千里眼顺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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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无线电”
征文活动结束，
一起看看同学们眼中的无线电是什么样的

由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
潇湘晨报社、
十几岁杂志社承办的2020年全国无线电管
理宣传月
“我与无线电”
征文活动圆满结束。此次活动自8月份启动以来，
受到全省大中小学
校的积极响应，
历时一个月时间，
共收到数千篇有效投稿，
通过组委会专家评审组层层选拔，
最
终选出大中小学获奖作品48篇，
并进行现场颁奖。
在同学们眼中，
无线电的发展有哪些故事？让我们一起欣赏大中小学各组别一等奖作品。

中 学 组 一 等 奖

大 学 组 一 等 奖

无线电

无线电的
“超能力”

文/李新叶（明德中学高一 K531 班）

文/朱继铁（湖南工商大学机器人专业 1802 班）

无线电将相隔万里的人联系在一起，不必跋涉
千山万水，两人也可相对而视；无线电将太平洋彼
岸的讯息共享，不必出远门，便可坐知天下事；无线
电将人类的足迹留在了外太空，它承载了我们对未
知世界的探索……它悄悄地渗透我们生活的各个
方面，
悄悄地改变着我的生活。

超能力？对的，无线电是真的有超能力。它
不仅会“隐身”，还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这
次，我会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具有超能力的家伙。
首先来说无线电“隐身”超能力吧，无线电，
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
无线电每时每刻都在与我们的身体进行亲密接
触，尽管我们察觉不到。可能这就是真正的“神
龙见首不见尾”吧。我们又没有超能力，当然不
能轻易看见无线电的神秘面孔。
无线电的第二个超能力就是“千里眼”。小
时候，科技还没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每个人的
家里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伸出两根天线，只有
几个固定的频道，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电视的好
奇。那时候一直在想，电视里的画面是怎样生成
的，是电视机里面有人在表演吗？后来，家里的
电视机莫名坏了，而邻居家里刚好买了全新的彩
色电视机，我就天天晚上跑到邻居家看电视，直
到别人都要睡觉了，
我才不好意思地回家。
看着我老往别人家跑，爸妈决定也买一台彩
色电视机，我高兴得几天晚上没睡觉。安装电视
的那一天，我看到安装师傅装了一个我从来没见
过的新设备，似锅又似网，我赶紧问了一下，他说
这是一个接收电视信号的装置，我们能看到电视
里的画面，离不开这个装置。电视机里面的画
面，绝对离我们不止千里，比“千里眼”还强大。
后来学习的知识多了，才知道无线电有最大的功
劳，这就是无线电的第二超能力。
无线电的第三个超能力是
“顺风耳”
。随着时
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进入我们的视野，
电
话就是其中之一，大大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回首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思念，只能通过书信传
递，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电话的出现，让沟通变
得更加顺畅，
不管你在世界何处，
信号覆盖的地方
就能进行即时的联系，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时代在
进步，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这个时代所带来的便
利。与其说它是
“顺风耳”
，
其实比
“顺风耳”
还强大。

无线电——承载家的思念
我迷恋家中温暖而甜蜜的床榻；我眷恋家人熟
悉而深情的怀抱；我怀恋家人灿烂而迷人的微笑
……人们都说家是迷路时远处的那盏灯，是孤单时
梦中的那个吻。但当我远在天涯，想家时，只能远
望着月亮，苦苦想家，岂不悲秋？但因为有无线电，
我的思念便化作了小精灵，轻盈地“踩”着“无线
电”，将我的思念传递。我还可以通过无线电看到
家人甜甜的笑容，关切的问候……无线电传递的是
我与家人的爱，传递的是思念，
更是一份安心。

小 学 组
一 等 奖

无线电——联系我与世界

我与无线电
文/黎锶琪（雨花区圭白路小学六年级 4 班）
小时候我问外公：
“ 您的父亲怎么就没想过
打个电话回家呢？”外公摸着我的头说：
“ 傻孩
子！电话，哪是穷苦人家敢想的呀？”在他们那个
年代，这种拨几个号就能与对方说话的家伙，鲜
有人知叫
“固定电话”。
在妈妈读初中时，舅爷爷有个手掌大小长方
形的玩意，它叫做 BP 机，只要妈妈到学校小卖部
用固定电话拨打一串数字后，直接挂断或在信息
台留言，
舅爷爷就能知道妈妈找过他。
妈妈的第一部手机，是拥有电话和短信功能
的直板机。屏幕似橡皮大小，或蓝色或绿色，有
的手机还能用 QQ 聊天发文字，不过网络慢得发
不了图片，还贵。无线通讯的 2G 时代悄然来临！
妈妈跟爸爸第一次见面，已经是 3G 时代了。

当时，
爸爸拿着的就是翻盖彩屏手机，
多了彩信发
送功能。之后，
爸爸也给妈妈换了一台手机，
臭美
的妈妈便时常给爸爸发照片，去爸爸 QQ 空间留
言，
3G无线通讯网络不知让他俩多腻歪呢！
现如今，随着无线电、无线通讯技术的高速
发展，外公外婆也用上了 4G 智能手机，能刷公交
卡、打麻将、下象棋，连买菜都不需要出门，真是
一机在手，烦恼没有！而我的手机，则是能定位、
能联网，关键是还能防水的电话手表。把电话手
表放入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缸中，竟然完全不会关
机，
还能听对方来电的响铃声呢！
5G 时代已经到来，5G 网络也将普及推广使
用。未来，无线电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意想不到
的惊喜与便利。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因为无线电，我不再是坐井观天的青蛙。我所
了解的世界不再局限于我所去过的世界，而是我所
看过、听过的世界。因为此，我所了解的世界是多
姿多彩的。因为无线电，我们才能更快地响应号
召；因为无线电，我们才能开展线上教学活动；也因
为无线电，我与世界的关系好像更密切了，视野更
加开阔了。与此同时，因为无线电，我也看到了英
勇无畏的医者；我看到了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的
“基建狂魔”；我看到了忘我的科研人员；我更看到
了举国上下，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

无线电——满载希望与信念
回首过去，仰望未来。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与无线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今，航天探测
器等航天用品为我们对未知太空的探索提供了重
要保障，无线电是其支撑，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无线电的发展势如破竹，无线电的前程“未来可
期”，无线电也必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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