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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财经

古典家具：在创新中传承
国内25家媒体联合探访新会古典家具产业发展模式 沪深两市指数齐创新高

中小板指数突破8000点大关

公示目的：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
公示期限：2017年11月14日至2017年11月23日（10日）
建设单位：珠海经济特区恒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红树东岸商住项目(一期)
建设位置：珠海市高新区金星路228号
审批单位：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公示说明：根据《珠海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管理办法》（珠规建法[2016]

4号）规定，现对以下与规划许可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进行批前现场公示，征
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

1、1栋3~29层部分不封闭阳台增建0.38~0.39平方米；
2、1栋机房批准层高＞2.2米，实测部分层高＜2.2米；
3、社区服务中心批准建筑面积3475平方米，实测为297.27平方米，减

建50.23平方米（下一期建设中增设）
备注：
1、意见反馈时间：公示期间。
2、意见反馈方式：书面意见请递交至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高

新区规划分局（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乐园南路8号（国土大楼二楼）号，邮
编：519080，咨询电话：3311103）；或发送493343843@qq.com。意见请写
明意见反馈人姓名及联系方式。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媒体批前公示

因夏南一路改造施工需要，2017年11月14日至

2018年1月13日，半幅封闭夏南一路，另半幅供车辆

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11月13日

通 告

由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投资建设的110千伏吉岛线（220千伏
吉大变电站至110千伏人工岛变电站）和110千伏拱桥线（220千伏拱北变
电站至110千伏大桥变电站）输电线路（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和拱北片
区）已建成贯通，计划于2017年11月15日带电投入运行使用。为保障该
地区的正常的供电，确保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特作如下通告:

一、严禁在110千伏吉岛线和拱桥线输电线路保护区范围内从事危及
线路安全运行的各种活动。

二、严禁在110千伏吉岛线和拱桥线输电线路保护区范围内违法兴建
各类建筑。

三、严禁对110千伏吉岛线和拱桥线输电线路进行任何开挖、偷盗、外
力破坏行为。

四、凡违反本通告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行为造成触电、坠落等伤害
的，后果完全自负；对引起线路停电、危及线路安全运行的任何行为，将受
到相关法规规定的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二○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通 告

因桥梁检查维修需要，现决定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封闭友谊河大桥、南水大桥、

前东大桥、大冲大桥、平塘大桥等 5 座大桥一条机动

车道。请过往机动车按临时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11月9日

通 告
珠海市金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关于公开征求珠海市金湾区

精神康复医院项目建设意见的通告
经金湾区政府同意，珠海市金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拟在珠海机场高

速南侧、武警反恐训练基地对面空闲地块区域新建珠海市金湾区精神康复
医院。珠海市金湾区精神康复医院项目的实施能促进全区精神卫生事业的
发展，解决精神病人住院困难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现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于11月
27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建设单位：珠海市金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电子邮箱：zhjwwjj@163.com
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话：7263853 （传真）：7262918
信函地址：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德城路8号3楼，邮编：51909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电子邮箱：zhbit_hgyclxy@163.com
联系人：黄女士，联系电话：3622685（电话，传真）
信函地址：珠海市金凤路6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材料与环境学院

收，邮编：519087
珠海市金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11月14日

珠海市公安边防支队斗门边防大
队申请下述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权属确
认:

宗地位置: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
桥北一路66号

宗地面积:735平方米
宗地四至:东至区工商局

南至桥北一路
西至麦芽厂
北至居民楼

宗地坐标:
J1,1,2458338.284,38426734.149
J2,1,2458351.647,38426752.312
J3,1,2458335.620,38426764.413
J4,1,2458332.174,38426766.934
J5,1,2458331.253,38426765.675
J6,1,2458325.152,38426770.140
J7,1,2458315.909,38426757.456
J8,1,2458315.683,38426757.489
J9,1,2458311.904,38426752.323
J10,1,2458330.597,38426738.616

J11,1,2458331.228,38426739.501
土地性质:国有
土地权属来源:划拨
土地使用现状:住宅用地、办公用

地
根据土地使用权确权的有关规

定，如对该宗土地的权利有异议者，请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书面
申请和有效的权属证明向我分局地籍
科（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白藤湖
湖滨二区9号）提出土地权利主张,逾
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分局将
按有关规定给予申请人办理该土地使
用权的确权手续。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斗门分局地籍
管理科电话:5510612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斗门分局井岸
国土资源管理所电话:5566673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斗门分局
2017年11月2日

土地使用权确权公告

据新华社上海 11 月 13 日
电 周一，沪深两市指数齐创今年
新高，分别走出六连阳和三连阳
行情。中小板指数涨幅较大，突
破 8000 点大关。上证综指以
3447.84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
涨15.17点，涨幅为0.44％。深
证成指收报 11695.00 点，上涨

49.95点，涨幅为0.43％。创业板
指 数 录 得 0.31％ 的 涨 幅 ，以
1906.44点报收。中小板指数收
报8153.39点，涨幅为1.05％。

板块概念方面，中科院系、智
能音箱、无人零售涨幅居前，涨幅
在4.0％以上。百货、新零售、房屋
租赁跌幅居前，跌幅在1.0％以上。

□本报记者 陈新年

初冬的南粤大地，依然一
片葱茏。

11月 10日，在与珠海斗
门相邻的江门新会，一场中国
古典家具行业的盛会——中国
（新会）第二届古典家具文化博
览会，吸引了来自全国25家媒
体前来采访。

“近年来，新会区的古典家
具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全区企
业和个体户数已经超过了
4000家，行业产值已超100亿
元，从业人员也达到了15万
人。”开幕式上，新会区副区长
张斌向与会人员亮出了该区古
典家具行业发展的成绩单。

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秘书长
康连存表示，工艺的传承、精品
的制作、品牌的打造，已经成为
新会古典家具产业的发展内
涵，以及古典家具的复兴，让新
会人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
这里的每一件家具不仅仅是一
种商品，更是一种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的载体。

引领中国古典家具走向复兴

据新会区古典家具行业协
会会长黄惠满介绍，新会古典
家具的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宋
代，南宋迁都至新会带来的宫
廷家具和能工巧匠，让宫廷款
式家具在新会代代相传。进入
七十年度末，曾一度离开人们
生活的古典家具，通过新会人
的收购、修复、仿制，再次回到
了人们的视野中。

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红木
原材料集散地吸引了大量外来
工匠，新会古典家具从行业转变
为产业，一大批有思想、有技术
的外来人，在经营过程中率先引
入机械化生产和现代化经营理
念，从家庭作坊模式升级为现代
化生产模式。2009年6月，新

会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颁发的“中
国古典家具之都”国家级称号。

“百木齐放”追求可持续性发展

去年9月份，《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17届缔约
国大会在南非召开，黄檀属、大巴
花和刺猬檀被列入管制范围，至
此，红木国家标准中的33种木材
几乎被“一网打尽”。

红木材料日渐紧缺，如何使
古典家具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尽管这是一个不能轻松解
答的问题，但为了古典家具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新会人没有放弃
尝试和创新。”江门市古典家具工
匠委员会主任袁秋耘说，在这种
背景下，新会古典家具城提出了

“百木齐放求发展”的口号，倡导
人们不要把目光局限于红木国家
标准，并通过创办体验区，引导消
费者了解接受新的木材。

事实证明，其它优质硬木同
样可以制作精美的古典家具，而
且价格上低得多。一个无奈之
举，反而赢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更巨大的市场潜力。

多种渠道打造能工巧匠

“古典家具的好坏，主要体
现在工、材、型、用，但古典家具
的核心在工艺，灵魂在工艺。”
工匠师黄华祯说，他11日参加
了江门市首届榫卯纯手工技能
大赛并荣获“工匠师”称号。黄
华祯表示：“虽然我两次手工制
作大赛都拿了冠军，但我还是
无法超越老祖宗的智慧。”

“重工艺，首先必须要后继
有人，要有能工巧匠。”据新会
区高级技工学校培训科科长郑
衍江介绍，新会区高级技工学
校于2011年开始，开设了古典
家具制作专业，每期招生 30
人；从2014年开始，面向社会
开办“红木学堂班”，培训社会
上的古典家具从业人员500多
人次。

今年10月 29日，在红木
销售发源地的紫华路，通过三
旧改造，一个占地10亩、拥有
30个工匠工作的“工匠文化
园”应运而生。

创新发展，打造专业市场

尽管历史悠久，但小而散
的市场格局仍然严重制约着新
会古典家具行业的发展。要想

做大做强，必须打造专业市场。
2013年，新会区政府将位

于新会古典家具产业的核心地
带、占地20公顷的“汽车组装
城”改造为“新会古典家具城”，
总规划面积100万平方米，已建
成10万平方米的中国古典家具
之都博览中心和20万平方米的
古典家具商业街区。至此，新会
古典家具城成为全国最大的古
典家具专业市场之一。

既然是专业市场，就必须拥
有专业生产基地。为此，2015
年，在会城工业大道68号，一个
占地12公顷，集木材交易、开料、
生产、雕刻、打磨、上漆等100多
家企业进驻，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已在新盛基地内部形成，彻底改
变了以往商户分散经营的局面，
让生产厂家也有了“依靠”。

作为“中国古典家具之
都”，其产品质量的优劣关系着
整座城市的口碑，新会古典家
具城建立了诚信科学的销售标
准检测体系，相继与中国红木
委、广西福摩斯林业科技公司
合作，成立新汇红木检测有限
公司，对古典家具的材质、干
燥、工艺、榫卯结构等方面的优
劣状况检测，结合专家经验，出
具可靠的鉴定证书。

新会古典家具专业市场的
打造，巧妙融入了旅游元素。
2014年 11月，新会古典家具
城被认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其位于博览中心四楼的新
会古典家具文化博览馆更是新
会首家古典家具文化博览馆。

“古典家具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过去如此，现在和今后
也是这样。”中国家具协会传统
家具专业委员会主任杨波表
示，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
下，新会古典家具行业需要以
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在
传承明清时期古典家具韵味的
同时，必须走创新发展的新路。

父子联手制作古典家具。 陈新年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
13日，记者从南航珠海公司获悉，
在2017年年度“Now Travel
Asia Award”（亚洲旅游风尚
颁奖盛典）上，中国南方航空被
授予2017-2018年亚洲最杰
出航空公司奖。南方航空珠海
公司市场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末期南航珠海公司机队
规模将达到20架左右。

《Now Travel Asia》杂

志是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集航空、
旅游、美食、酒店于一体的权威性
英语双月刊杂志，其创办的年度

“Now Travel Asia Award”
（亚洲旅游风尚颁奖盛典）始于
2012年，是迄今为止亚太及中东
地区范围内旅游酒店行业最大规
模、最具权威、最受欢迎的年度评
选及颁奖大典。

本次颁奖典礼于11月10日
在澳门举行，这是中国南方航空

连续第三年获得此项殊荣。南
方航空珠海公司市场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大奖一方面肯定了
中国南方航空在亚洲旅游和航
空市场做出的巨大贡献，另一
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南方航空在
航线网络、产品、服务等方面的
不断完善得到了旅客和业界专
家、评委的认可和接受。

据悉，中国南方航空作为天
合联盟成员之一，机队规模和旅

客运输量均居亚洲第一、世界第
四，每天有2000多个航班飞至
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224个
目的地，提供座位数30万个。

南方航空珠海公司市场部
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年来，南航珠海公司进
入快速发展期，在2017年增加
运力的基础上，2018-2020年
还将持续引进运力，在十三五末
期机队规模将达到20架左右。

南方航空荣获亚洲最杰出航空公司奖
十三五末期南航珠海公司机队规模将达到20架左右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一年
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落下帷
幕，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全网
总销售额达2539.7亿元。而在
这场全民消费盛宴中，我市多家
品牌企业重装出阵，格力电器、魅
族手机、罗西尼表业当日销售额
均刷新历史新高。

12日凌晨，随着各大手机品
牌角逐的硝烟散去，魅族率先公
布了最终战果。据统计，“双十
一”期间魅族销量破116万台，销
售额破13.5亿。其在天猫平台国
内手机品牌销售台数位居前4名；
在京东平台国内手机品牌累计销
量同样跻身前4。值得一提的是，
在京东平台上，魅族当天2小时内
手机销量就超过去年“双十一”的
全天销量。靓丽成绩单背后，是
魅族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
增强。其中魅族最新一代旗舰
PRO7手机线下、线上合计销量环
比增长392%；魅蓝Note6、魅蓝6
线上线下合计销量突破80万台；
魅蓝EP52蓝牙耳机的销售量环
比增长也达到300%。

作为“珠海制造”的代表，格
力电器“双十一”全网销售额超
14亿元。其中，格力空调产品销
售额以13.2亿元位居全网第一；
旗下小家电同样表现不俗，电饭
煲、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全面开

花，“冰洗热”加生活电器产品超
1亿元。京东提供的一组数据
中，折射出格力在行业内的领先
地位：格力空调7分钟破亿，雄居
行业第一；格力晶弘冰箱全天销
售同比增长600%；格力、大松生
活电器中，加湿器销售额同比增
长700%，干衣机雄居京东该类
目榜首，大松 IH电饭煲同比增
长300%。从专业化到如今的多
元化之路，格力在坚持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积极拥抱

“互联网+”，随着其线上渠道日
趋完善，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合
中，坚持自主创新的格力仍将掌
握先机。

为了迎战“双十一”购物，罗
西尼表业的电商团队早在今年8
月份就启动了电商“双十一”的整
体营销策划，在产品和营销手法
上不断推陈出新。销售数据显
示，“双十一”开跑仅1分钟，罗西
尼就突破了 100 万销售大关。
11日上午10时30分，罗西尼天
猫官方旗舰店已经突破了2016
年全天销售额。最终，罗西尼今
年“双十一”全天销售额突破
2800万元，产生订单4万余单，
跻身行业线上销售第一阵营。据
了解，今年罗西尼电商渠道销售
额预计将达到3亿元，约占公司
整体销售额近30%。

我市多家品牌企业积极布局“双十一”

格力魅族罗西尼
全网销售额均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