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东风风神旗下首款自
主中高端炫品 SUV——AX4 上
市 。 此 次 上 市 发 布 会 12 城 联
动，聚势各区域城市地标联袂打
造一场别开生面的新车上市盛
宴。

作为东风风神产品 3.0 时代
的开山之作，AX4 无论外观造
型设计、技术研发，还是智能出

行解决方案等，均实现了全方位突
破和创新。同时，凭借多种规格配
置的丰富选择，定能掀起一股新的
自主中高端炫品SUV热潮。

同时，购车用户均可享受 2成
首付、一年0利息、日供仅需24元
的多彩金融礼包；无理由救援、事
故车陪同、上门取送车的安心服务
礼包。 （哲枫）

东风风神AX4上市

9月12日，由麦迪生置业主
办、思科协办，南部商务区管委
会支持的南部商务区三期MC大
厦项目媒体发布会暨思科 MOU
签约仪式拉开帷幕，各路嘉宾云
集共同见证宁波南部商务区的又
一次商务新突破。

此次活动不仅是MC大厦项
目的亮相活动，也是预示着南部
商务区三期的全面启动，同时又
是世界 500强思科和麦迪生置业

强强联合深度合作的见证，将为鄞
州乃至宁波智慧城市的发展带来质
的飞跃。

MC大厦坐落于宁波南部商务
区三期，也是南部商务区重点打造
的区域，更是宁波休闲、娱乐、购物、
商务谈判的城市功能聚集地。项目
与鄞州公园毗邻相望，一览无边公
园美景，规划的地铁 3 号线就在附
近，实现城市交通的无缝对接，成就
商务快捷出行。 （朱朱）

MC大厦项目亮相宁波

华润·东部新城万象府、德信·
东宸、旭辉·上湖城章、江东金茂府
……上周以来，当这些知名楼盘进
入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以及市规划
局进行展示时，精品的楼盘、精美的
展示和精准的服务让前来咨询的公
安干警、单位员工眼前一亮。他们惊
异于这一微型房展所带来的超强人
气，更为党报宁波日报作为主流媒
体所精心组织的“名盘进名企”活动
啧啧赞叹。

四盘千秋各异
品质人居迈向新高度

“多个在单位附近的高品质楼
盘同时进驻我们单位，让同事们与
这些知名楼盘亲密接触，对于我们
来说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报这一
活动所带来的方便，更感受到了大
家对参与这一活动的巨大热情。”在
谈到开展这一活动时，巡特警支队
多位公安干警表示。

东部新城经过 12 年的蓬勃开

发建设，已是目前宁波最火热的区
域，也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板块之一。

在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参加此
次活动的楼盘中既有主打“高大上”
品牌的华润·东部新城万象府，又有
名企强强联合共同打造“精而美”湖
居豪宅上湖城章，也有“内外兼修”
成熟名宅德信·东宸，更有“绿色科
技”人居样本江东金茂府。

东部新城万象府是华润置地继
湾头后，在宁波开发的第二座万象
府，可谓是该开发企业献给这座城
市的一种坚韧和情怀。

旭辉地产、招商地产与保利联
合开发的上城湖章地处东部新城明
湖板块，具有 45万平方米的建筑体
量，规模在东部新城可以算得上是
首屈一指，成为区域内又一高端生
态居住群落。

金茂地产是“名盘进名企”活动
过程中新加入的成员，在看到活动
明显的效果后，众多房企在营销活
动上持续发力，为楼盘“跑量”加速。
金茂地产是世界 500强中化集团旗

下房地产旗舰，以“绿金城市运营
商”为己任。自 2013年至今，其大手
笔、高品质筑造南塘金茂府、江东金
茂府、海曙金茂悦、姚江金茂府四大
名盘，攒聚了极大的人气与客户，在
市场上逐步奠定了“高端人居范本”
筑造者的地位。

业内外反响良好
党报品牌优势凸显

由于现场流量极大，造成了销
售人员的应接不暇。有的项目桌子
上的资料被一扫而空。“我们平时的
来访量有时也不如今天。”现场一位
项目的销售这样说道。

进驻楼盘的项目负责人表示，
宁波日报这种活动模式非常成功，
从项目层面来讲，节省了销售成本，
而提高了客户的精准程度与销售几
率。而从购房者层面说，同样也节省
了选房成本。一举两得，值得大力推
崇。”

由本报组织的“名盘进名企”

即将进入第八站，但活动对楼市营
销以及业界的影响却远未结束。其
间，多位知名房产网站的负责人打
电话说：“我们也想与众多名企事业
单位，将名盘引入其中，但谈了多次
都未成行。看来还是党报的公信力
和影响力大啊。”

名盘名企不断增加
9月强势力推

通过沟通协调，本报联合了宁
波市巡特警支队、宁波市规划局、鄞
州第二医院、明州医院、石油大厦、
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丰
创意广场、宁波市妇儿医院、宁波市
软件园等 15家企事业单位，针对高
端精英人群推介楼盘与产品。目前
名企事业单位新增了市第二医院、
市第三医院等，名盘也增加了 3个。
9 月正进一步强势助推，有意向入
驻的开发企业从速报名，报满为止。

（咨询热线：13566634496韩先生）
（韩郁）

本报“名盘进名企”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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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评上研究员、博导，33
岁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36
岁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7 岁
摘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单
凭这份履历就可以断言，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的王立平是个不折不扣的

“创新达人”。
2002 年，王立平师从我国著

名的材料化学和特种功能材料专家
薛群基院士，开启了科学探索之
旅。10 余年来，王立平一直从事
功能防护薄膜材料及其在航空航
天、核电反应堆、海洋工程和海工
装 备 领 域 的 应 用 研 究 。 特 别 是
2015 年入职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以
来，他的研究更是如鱼得水，先后
主持完成了科技部 973课题、国防
重点项目以及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
等20个重要项目。

目前，王立平团队的研究成果
已应用于汽车发动机、精密轴承、
液压马达等领域，还首次成功应用
在航天涡轮泵动力系统、航天电磁
阀、超音速飞行器、导弹折叠翼以
及高温气冷堆驱动系统等的关键零

件上，解决了国家重大突破项目中
一些核心部件的强化与防护一体化
技术难题。

为了打破高端海洋重防腐涂料
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
王立平团队自主开发了石墨烯改性
的海洋重防腐涂料、导静电防腐涂
料、耐海水防腐涂料和航天航空国
防特种涂料等 8大系列防腐耐磨涂
料。通过多方合作，这些产品已在
国家电网输电铁塔、多功能海洋平
台、大型石化装备等国防装备领域
大规模应用。多年来，该团队已申
请发明专利 60 余项、授权发明专
利 34 项，其中 26 项专利已经成功
转移转化；还出版了国内首部系统
描述类金刚石薄膜的专著《类金刚
石碳基薄膜材料》和表面处理科学
专著《代硬铬镀层材料与工艺》。

王立平坦言，宁波的务实作风
让他倍感振奋。他也把这种作风落
实到团队的管理中。目前，王立平
团队所在的海洋新材料重点实验室
已承担了 973项目、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
70 多个重要课题，并为跨海大桥
钢管桩防护、军用和民用海洋工程
装备、深海钻井平台、岛礁建设安

全保障装备、海洋油污处理等研发
了一系列关键材料。

王立平告诉笔者，对他而言，
宁波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在这
里，我的研究顺利开展，市里还帮
忙解决了我爱人的工作和孩子的读
书问题。”王立平说。

王立平说，来到宁波短短两年，
五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
去。虽然很忙，却非常充实幸福。“现
在科学家成了一个真正令人向往的
职业，受大家尊重，也受政府重视。
希望能在宁波这块创新沃土上成就
更多创新梦想。”王立平说。

“创新达人”王立平：

十年磨一剑 助“国之重器”上天入海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多
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
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
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到
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生物燃料乙醇以其具有
的 可 再 生 、 环 境 友 好 、 技 术 成
熟、使用方便、易于推广等综合
优势，成为替代化石燃料的理想
汽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生物燃料乙
醇和车用乙醇汽油，年消费乙醇
汽油约 6 亿吨，占世界汽油总消
费的 60%左右。

截至目前，我国生物燃料乙醇
年消费量近 260万吨，产业规模居
世界第三位。全国已有 11 个省区
试点推广乙醇汽油，乙醇汽油消费
量已占同期全国汽油消费总量的五
分之一。

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先进
生物液体燃料创新体系初步构建，

纤维素燃料乙醇 5万吨级装置实现
示范运行，生物燃料乙醇产业发展
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介绍，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
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有利于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自给能力
和安全水平；有利于改善生态环
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以及机动车
尾气中的颗粒物、一氧化碳、碳氢
化合物等有害物质的排放；有利于
调控粮食市场，促进粮食供求平衡
等。

方案要求，按照“严控总量、
多元发展”“规范市场、有序流
通”“依法推动、政策激励”的基
本原则，适度发展粮食燃料乙醇，
科学合理把握粮食燃料乙醇总量，
大力发展纤维素燃料乙醇等先进生
物液体燃料，满足持续增长的市场
需求。加强对生物燃料乙醇全产业
链的监督管理，研究建立生物燃料
乙醇产品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
制度。

（据新华社）

车用乙醇汽油将在全国推广
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图为 2016 年王立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证
书。 （王国英 摄）

北京时间 13 日凌晨，苹果
公司发布多款新品，其中“全面
屏”“人脸解锁”“无线充电”等
引人关注。

近来，全球各大手机厂商密
集发布旗舰机型抢占市场份额，
打响了今年手机市场激烈的争夺
战。这当中，“全面屏”技术得
到推广。除了苹果外，三星、小
米、VIVO、LG等已发布或即将
发布“全面屏”手机。

所谓“全面屏”，即手机的
正面是屏幕，四个边框位置采用
无边框或超窄边框设计，追求
更 高 的 屏 占 比 。 目 前 发 布 的

“全面屏”手机，屏占比多数在
8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 90%。
对于消费者而言，这大幅提高
了手机的视觉体验，看上去科
技感十足。

一段时间以来，“全面屏”
的设计改款也是各手机厂商的重
头戏。在苹果发布会的前一天，
小米公司在京发布了第二代“全
面屏”手机“小米 Mix2”。小米
科技董事长雷军表示，“全面
屏”正成为手机设计的主流方
向，但目前仍存在产能挑战。

业内人士解释，“全面屏”
手机由于存在设计以及制造工艺
上的难点导致成本大幅增加，比
如听筒、前置摄像头的位置，以
及如何解决正面指纹识别等是要
解决的问题，产品售价要比普通
手机高不少。

长城证券分析师周伟佳认为，
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生产总量预
计达13.9亿部，智能手机标配向轻
薄化、高像素化、大内存化等发
展。

此次苹果手机发布另一个受消
费者关注的是价格问题。按照苹果
公司公布的价格，64G 和 256G 版
本的 iPhone X价格分别是人民币
8388 元和 9688 元，超过了不少笔
记本电脑的价格。

高价格是否能得到中国消费者
的认可？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
长项立刚表示，仍将看好苹果新品
的市场情况，即使产品价格高也会
有一些消费者追捧。

苹果手机的另一个卖点是“人
脸解锁”，即通过多个传感器和新
的 3D 传感技术实现准确的面部识
别。苹果 CEO 库克在发布会上表
示，指纹识别的误差率约为五万分
之一，而最新的面部识别解锁的误
差率已降低到百万分之一。不过也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指纹识别是
快速且成熟的方法，苹果没有采用
之前市场预计的在屏幕中嵌入指纹
识别的技术，主要还是因为传感器
和屏幕供应不足导致的。

项立刚分析认为，未来全球智
能手机市场格局将是三星、苹果和
华为的“三国杀”。

伴随近年市场成熟度提高和消
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中国本土厂
商正抓住机会强势出击。

（据新华社）

“全面屏”渐成主流
手机市场争夺战再起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孙佳丽）
鄞州区第二届“甬创·鄞造”创
客大赛前天举行，我市企业包揽
一等奖和二等奖。

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比拼，水
岩智能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的

“智能物流机器人”项目夺得一
等奖，获得 20万元奖金。“工业
无人机及低空多源遥感平台及技
术服务”项目和“全方位立体行
走自动拣选机器人”项目获得二

等 奖 ， 各 获 得 10 万 元 奖 金 。 另
外，每个决赛团队都获得了鄞州区
提供的 10 万元“创新券”礼包，
以及银行提供的最高 500 万元的

“银投联贷”信用贷款。
据统计，本届大赛吸引了海内

外 386个团队或企业报名参赛，项
目总体质量较上届有明显提升。在
44 个参加复赛的项目中，目前已
有6个获得天使轮投资，26个项目
已办理落户手续。

鄞州区第二届创客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