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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时隔一年，浦东唐镇再推纯宅地。

记者获悉，日前唐镇板块一举推出了两

幅纯宅地，唐镇新市镇 D-04-07 地块和

D-03-05a 地块，两幅地块起始楼板价

已高达 1.65 万元/平方米以上，这也是

浦东唐镇地区目前起始楼板价最高的

地块。

根据上海土地市场的资料显示，此次

出让的两幅地块分别为D-04-07地块和

D-03-05a地块。其中，D-04-07地块总

范围，东至规划经五路，南至D-04-05，西
至 D-04-05，北至 D-04-05。地块出让

面积 52194.3 平方米，容积率 1.4，出让起

始价为 12.95 亿元，折合楼板价为 1.77 万

元/平方米。

D-03-05a 地 块 总 范 围 东 至

D-03-05b 地块，南至规划纬一路，西至

D-03-04地块，北至D-03-04地块，出让

面积 61248.5 平方米，容积率 1.7，起始价

为 17.18亿元，折合楼板价为 1.65万元/平
方米。

资料显示，此次土地出让并没有对地

块设置严格的要求，仅要求90平方米以下

的中小套型比重为 20%。这意味着两幅

纯宅地在出让后极有可能建成以大户型

小高层为主的中高端项目。

来自德佑链家的数据显示，此次出让

的两幅纯宅地起始楼板价均为唐镇地区

土地出让价格的最高水平。按照浦东“十

二五”期间的的规划，金桥、张江、世博后

续开发、临港新城以及迪士尼等均为重点

建设地区。从地理位置而言，浦东唐镇位

于浦东这几大板块中间，地处浦东核心区

域。

不仅如此，根据《上海市商业网点布

局规划（2013-2020）》，已经确立的 22 个

地区级商业中心中，唐镇商业中心被列为

其中之一，与世博园区、徐汇滨江地区、新

虹桥地区等共同作为外环线外主要打造

的商业版图。

上海浦东唐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皆明透露，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

唐镇 2017 年的商业配套达到 35 万平方

米，符合区级商业中心的要求。再过3年，

唐镇或将迎来最佳面貌。其中，位于唐镇

轨交 2号线的阳光城即将启动，打造成唐

镇嘉里城中心，成为针对家庭式消费的区

域商业中心。

在区域内商业配套也将做到点群集

合，引入一站式商业，从停车到吃喝玩乐

统统包含其中。在社区集中区域，则将引

入 1.8万平方米的大型卖场，解决基本生

活所需。而位于唐镇的天主教堂区域则

将打造成类似于浦西新天地的区域，注重

休闲、旅游、观光等。

区域开发连连升级，开发商也闻风而

来，使得唐镇土地出让价格连连攀升。

2009 年，绿城以 16.61 亿元的高价拿

下 浦 东 唐 镇 一 纯 宅 地 ，溢 价 率 高 达

378.6%，折合楼板为 1.9 万元/平方米，而

该地块起始楼板价仅为 0.4 万元/平方

米。此后，唐镇地区的楼板价就已居高不

下。数据显示，2010年仁恒置地以1.61万

元/平方米的楼板价拿下该地区一纯宅

地。2013 年，浦发又以 1.82 万元/平方米

的楼板价拿下另一幅纯宅地。

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

长杨红旭表示，目前唐镇地区已经吸引

了绿城、融创等大型房企，从开发节奏来

看有点像新江湾城，地价也随之水涨船

高，房价更是高达 3 万元/平方米。随着

区域内商品住宅开发质量、产品档次的

进一步提升，区域内房价还有一定上升

空间。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君迪的最新调研

报告表明，中国运动型多用汽车（SUV）市

场份额目前已占全球市场近三成，预计

2015 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 SUV 最大市

场。

据悉，目前中国 SUV 市场份额已占

全球的26%。未来一两年内，中国SUV的

销量将达到每年 629 万台，超过美国的

572万台，中国将成为全球SUV最大的市

场。预计截至 2018年，中国 SUV车型数

量会超出美国的车数近一倍。

研 究 显 示 ，目 前 发 动 机 排 量 在

2.0-2.4L 的 SUV 占 市 场 销 售 份 额 的

57%。得益于公众日益增强的环保意识

和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目前中国市场上

2.0L排量的SUV在2014年已经占到市场

总量的27%左右。

从中国市场交易情况来看，国产

SUV吸引力日渐增强。本土品牌SUV销

量在2014年为182万台，而外资品牌中最

畅销的欧系SUV销量仅99万台，同时，两

者之间差距仍有继续扩大趋势。

调查结果显示，产品质量好和车型

外观好看是吸引消费者购买 SUV的重要

因素，但价位偏高也是部分消费者拒绝

购买 SUV 的最主要原因。预计未来几

年，SUV总体价格会继续保持在 30万元

上下浮动。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日前，第 26届中国制冷展在上海新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合作共

赢 同护蓝天”为主题。来自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1100多家参展厂商赴展，为观

众带来众多节能环保新型制冷产品。

随着环境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使用清洁无污染的天然制冷剂代替氟利

昂、氨气等传统制冷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空调压缩机制造商的关注。

作为上海磁悬浮列车、上海地铁和广

州地铁空调的主要供应商，比泽尔公司推

出的多种型号的CO2压缩机，将天然智能

机的应用范围大幅扩大。作为目前唯一

投入使用的环保无污染的制冷剂，CO2在

用于活塞压缩机时压强巨大，对压缩机的

安全性能要求极高。比泽尔公司推出的

适用于亚临界和跨临界循环的CO2压缩

机选用了优质的电机，加强了阀板和阀片

的安全性能，具有极大的可靠性。同时，

由于CO2系统运行时很容易出现洗轴的

现象，该款压缩机的润滑部件采用了特殊

的涂层，极大地增强了压缩机的干运行特

性，其大缸径、小行程设计使这款压缩机

特别适合变频器制冷器使用，可以让用户

轻松调解冷量，实现节能。

智能绿色楼宇管理平台也是本次制

冷展的一大亮点。西门子Desigo CC楼

宇管理平台采用了全新的软件构架和新

的专利，方便用户便捷、高效操控。据

悉，Desigo CC的多款性能满足未来的楼

宇控制平台的需求。例如，它针对用户

工作流程设计的界面简化了楼宇的任务

和操作，增强了用户体验，允许用户用更

快速、更安全、更舒适的方法完成对整个

楼宇的控制。同时，它具有开放性特征，

不仅能够接入西门子的产品，同时也支

持多种标准协议，可以满足未来建筑控

制和安全的需要。此外，它还能实现对

系统数据的智能分析，从而帮助用户优

化楼宇管理或找到潜在的故障，减少系

统的停机时间。

除楼宇管理平台之外，西门子公司

还推出 Desigo TRA 智能酒店整体房间

智能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保证酒店供

暖、通风、空调、照明和遮阳之间的功能

联动，当出现不必要的能源消耗时，绿叶

标识能及时提醒用户，采取节能行动。

此外，全球首台 3D打印空调也是展

会的一大亮点。海尔公司带来的全球首

款3D打印空调吸引了众多观众围观，这

款空调机身呈流线型，蓝白相间的外形时

尚美观，预计售价在 4万元人民币左右。

同时，海尔生产的天樽和天铂系列空调采

用首创的健康匀风技术，实现了送风凉而

不冷，有效避免使用者感染“空调病”。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在物联网时代，牙刷也插上互联网

的翅膀，可以完成大数据的统计。宝洁

旗下的Oral-B全球首款蓝牙智能电动

牙刷近日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跟普通的

电动牙刷不同，它可以通过蓝牙与手机

上的相应App相连接，生成关于刷牙时

间、力度、位置的“大数据”。

使用者可以通过这款手机每天监控

自己刷牙的时间、力度等参数，及时纠正

不良的刷牙习惯。同时，App还会同步

显示刷牙进度，提醒用户应该在何时调

整刷牙位置，并会在刷牙力度过大时提

出警告。而每日刷牙的数据记录会通过

应用程序统计在互联网上，用户可以通

过统计数据的柱形图，了解自己的刷牙

效率是提升还是退步。

该款智能电动牙刷本身内置了6种

清洁模式，使用者可以自由单选或多选

刷牙模式。比如将亮白、舌苔清洁混合

在一起，定制它们的运行时间，就可以实

现混合式的清洁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牙刷可以部分

承担起口腔护理专家的角色，它可以根

据牙齿情况定制个性化刷牙流程，成为

使用者的私人牙医。

■见习记者 欧莉 浦东报道

据相关媒体报道，得益于国内外投

资者及游客的涌入，澳洲酒店业迎来高

速发展的良机，而这其中，中国投资者的

“贡献”尤为突出，预计到 2015年，中国

投资者对澳洲酒店业的投资份额将占行

业总交易额的一半。而为了继续大力吸

引中国等海外游客的到来，澳洲旅游业

计划打出“节日牌”，用精彩纷呈的活动

增添澳洲的吸引力。

澳大利亚的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

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新西兰的第二大入

境游市场，且中国游客的在澳消费已经

达到首位。加之澳元汇率的下降，一些

中国商人将目光转向了澳洲酒店业。

仲量联行最新数据显示，在 2014
年，中国投资者对澳洲酒店业的投资需

求占总市场份额的 28%。与此同时，仲

量联行酒店销售经理杜兰指出：“今年，

中国投资者对澳洲酒店业的投资还将进

一步增加，预计今年，中国投资者的投资

额将达到该行业总市场份额的一半。”

此外，澳洲旅游局近日针对中国游

客的调查显示，澳洲已经为中国游客海

外游的目的地之一。澳洲旅游局方面表

示，中国自由行游客的人数不断增加，这

些中国游客更加希望在参观传统经典及

购物之外，参与到本地的节日活动之

中。因此，澳洲计划将此作为契机，树立

旅游业发展的“节日品牌意识”，用精彩

纷呈的节日活动，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增加筹码。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日前，微信团队宣布在 6.1版本中，

推出全新“摇周边”线下功能。线下的

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功能迅速搜索到

附近的餐饮、零售、公共服务等活动，同

时支持线下商户向消费者提供的个性

化营销、互动及信息推荐等服务。也就

是说，消费者可以通过“摇一摇”升级的

“摇周边”功能，获得附近商家优惠券或

红包。

据悉在 iBeacon信号覆盖的区域，微

信用户只要保持手机蓝牙的开启状态，

进入微信摇一摇界面后，就会自动出现

“周边”入口。此时，只要摇动手机就能

够获得对应的信息。这是因为部分楼宇

屏幕内安装了 iBeacon芯片，当移动设备

靠近 iBeacon基站时，商家能精准定位用

户在商店中的位置，为手持智能手机的

消费者提供相关位置信息。

想要申请接入摇周边的商户需要拥

有一个经过微信认证的公众账号，在安

装“摇一摇周边”插件后，通过公众号授

权登录，完成入驻。据悉，微信团队在 4
月13日开展“免费送设备”体验活动，前

2000 名入驻的商户将有机会获得微信

团队免费赠送的摇周边设备。

业内人士评价称，微信旧版本的查

找“吃喝玩乐”的功能隐藏在“钱包中”，

入口较深，难以发觉。而改版后的“摇周

边”功能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基本功能里

实现基于LBS的O2O服务，打通了“人-
信息-服务-线下场所”的四重连接，让

消费者的使用体验更加便捷、流畅。

通过此途径，商家拥有了一个更畅

通和有效的入口，便于实现本地化营

销。广告商可以将摇周边设备置入广告

箱和指示牌，让消费者只需摇一摇手机，

就可查询附近门店、促进有效引流。此

外，微信摇周边功能的升级还能促使微

信支付的用户增加，便于消费红包所得

的购物抵金券，在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消

费场景。

宝洁推出首款
联网智能牙刷

中国投资者热衷
澳洲酒店业

微信“摇周边”
可搜索附近餐厅

第26届中国制冷展新亮点：

将节能环保融入制冷产品

中国将成为全球SUV最大市场

唐镇两幅宅地起始楼板价创新高
新市镇概念引开发商争夺

■见习记者 卢晓川 浦东报道

不少爱花人士因为没有专业种植技

术，很容易就把花草养死，针对这种情况，

“租绿”业务日渐流行，并走入市民家中。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浦东的花店和花

圃都提供绿植租赁业务，以前主要针对单

位、企业等，近来，家庭租花也日渐走俏。

可供租赁的花卉除了发财树、富贵竹等大

型绿植外，还有蝴蝶兰、杜鹃等较难培育

的中小型植物，还包括专门为家庭阳台准

备的水培植物和小型盆栽。根据植物品

种的不同，租赁价格也略有差异，平均一

盆植物一天的租赁价格在2元左右，最便

宜的绿萝等小盆绿植每月租金只要10元
钱。在淘宝网上，针对家庭的租绿套餐，

月租金一般在400元左右，包括1.5米左右

的大型绿植2棵、0.9米的中型4棵和0.4米
以内的小型植物14棵。

家庭绿植有时并不容易打理，再加

上普通消费者没有专业养花经验，稍有

不慎，就容易致使盆栽枯萎凋败。订购

“租绿”服务后，会有专业的养护师傅定

期上门帮买家调理花卉，例如每周两次

上门提供花卉施肥、除虫、修剪、清洁等

服务。若植物种死了，出租方还会负责

更换，让消费者省心省力。

对于不懂养绿植和花草的市民，租

赁绿色植物肯定较之购买花卉更为划算

且省心。消费者虽然需要每月付租金，

但不用担心植物枯死的损失。举例来

说，购买一棵“发财树”要花费200元，但

如果养两个月这个盆栽就枯死，需要更

换的话，一年下来就得花1200元，而租同

样一棵树每月只需30-50元，一年花费不

超过600元，且平时有专人负责养护，绿

植枯萎后还可以更换，更方便省心。

“租绿”可享花草
上门照顾服务

海尔公司在展会上推出全球首款3D打印空调，吸引了众多观众围观。 □见习记者 卢晓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