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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中食展
上海开幕

5月 14日，第 20届中国国际食
品和饮料展览会在上海开幕，全球
4300家展商参会。

在本届中食展，以休闲食品、综
合进口食品、酒、高端饮品及乳制
品、餐饮供应链、绿色农业、功能性
营养食品为主。其中，我省西安虎
标茶果土产食品、西安乐芬贸易、陕
西事农果品等企业参加本次展会。

开幕首日，备受关注的SIAL创
新大赛金、银、铜奖揭晓。伊利乳业
的甄稀海盐牛油果冰淇淋，斩获创
新大赛金奖。

据悉，展览期间将举办中国商
业发展论坛、中国国际顶级厨师邀
请赛及各赞助商厨艺秀、葡萄酒创
新论坛、酒店及零售业论坛、中国精
品茶叶冲煮大赛、巧克力世界、鲜生
活等传统招牌活动。

本报记者唐明军

怡口净水
向白衣天使献爱心

近日，西安怡口在大明宫建材
家居城含光路店举办了“512护士节
全城搜索”大型公益捐赠活动。西
安怡口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永和，怡口中国零售渠道销售总监
Jaketa唐，怡口中国西北区域销售经
理刘峰，大明宫实业集团含光路店
副总经理刘朵及兰大医学院校校友
会、榆林商会、西商联合商会、厦门
商会、绥德商会、清涧商会、怡口净
水的老用户受邀参加本次活动。

一位退休老教授与到场观众分
享了使用净水器的切身体会：浇花
花更漂亮，洗澡痘痘变小，泡茶老友
们都爱喝……没有华丽的词藻，只
有切实的亲身体验。老教授的一句

“科技改变生活”得到了所有现场观
众的共鸣。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办方西
安怡口共向兰大医学院西安校友
会、怡口医护老用户推送医护人
员、西安媒体平台报名、各大怡口
专卖店报名者捐赠了超过 130万
元的净水设备及礼品。王永和表
示，愿竭尽所能，投身于更多的公
益活动。P ④ 刘梦锟

字节跳动“山货节”
5天销售534万元

5月10日，字节跳动扶贫“山货
上头条”项目发起“山货节”。5天
内，通过内容创作和信息精准分发，
帮助 73款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

“山货节”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
1亿，销售额达534万元。

此次活动，发动了今日头条、
抖音、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平
台，有 97位创作者参与。通过创作
短视频、直播、图文等多种形式，不
仅把贫困县农产品的产品特点传
递给消费者，更让消费者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抖音达人“丽江石榴
哥”通过直播、短视频创作帮助了
陕西澄城樱桃售出 5400斤。抖音
达人“忠哥”助力海南保亭芒果、陕
西阎良甜瓜卖出 13万元。

据了解，此次“山货节”还得
到了郭冬临、张卫健、杨迪、孙耀
威、徐海乔等热心公益明星的无偿
参与。截至目前，该项目重点打造
了 7款国家级贫困县农产品，销售
额超过 2000 万元，惠及 20000 户
贫困家庭。P⑤ 刘鸿斌

5月 14日，“第四届丝博会
曲江新区新兴产业行动计划发
布签约会”举行。会上，曲江新
区推出了曲江新区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另
外，签约的 9个项目将在文化
金融、大健康产业、数字内容产
业、新兴产业等领域抢占行业

新风口。
“曲江影视”历时 5年创作

的战争音乐史诗电影《音乐家》
的宣传片，揭幕此次签约会。
随后，曲江新区新兴商业发展
情况介绍环节聚焦大唐不夜
城、西安大悦城、曲江创意谷等
爆款文化商业新兴项目。

电竞产业英雄互娱、香蕉
游戏、邦达文化、WE电子竞技
俱乐部、量子体育等企业落户
曲江，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夏季
赛、《炉石传说》黄金公开赛、英
雄联盟全球高校冠军杯总决
赛、英雄联盟音乐节暨颁奖盛
典、2018铁鹰锐士嘉年华……
曲江新区已形成国内电竞产业
集群。

一项项政策为企业送出
福利，一个个签约项目证明了
曲江的吸引力。在新一代技
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及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研发设计等领域，画出文化
科技融合发展的最大半径。
其中，除携手蚂蚁金服的曲江
大唐不夜城数字商圈；联袂恒
大健康集团打造的“恒大·渼
陂生态城”提供不同类型的健
康居住产品；西安养元医养中

心项目以医养结合为核心，打
造大健康为主题的样板产业
机构；引进国际知名医疗机构

“和睦家医院”的中大国际和
睦家医养项目；将于今年 7月
开赛的WCG-2019总决赛合作
项目；中泰长安股权投资基金
项目外，还有文化新经济产业
发展平台合作项目、凤凰卫视
曲江新区文化产业战略合作
项目，“西”游记·七城星粉聚
长安合作项目等。

一个个重磅项目的落地，
为曲江新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
力。丝博会上的丰硕成果，也
是曲江新区多年来积极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的必然结果。作为
文化建设的国家队，曲江新区
近年来打造一流的硬件，提供
一流的服务，最终让入区的企
业在这里发展兴业。

本报记者余明

5月14日，位于西咸新区
世纪大道的绿城品牌馆开放
活动举行。

绿城自成立 25年来，以
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引领行业，
在居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2019年，绿城根据“品质
为先，兼顾其他”的发展战略，
优化组织构架及管理体系，为
人居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
从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杭州，到大西安城市的

“未来之星”——西咸新区，绿
城始终在唤醒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与向往。

绿城·留香园项目地处
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是未
来大西安发展的重点区域所
在。按照规划，这个区域重
点发展的是能源金融、总部
经济、现代商贸服务和创意
产业。项目周边交通便利，
北侧一路之隔就是西安地铁
1号线二期终点森林公园站，
今年将通车。项目占据沣
河、沣河森林公园两大公园
板块，自带沿街商业。规划
配套有一所幼儿园，面市产
品为 120——200平方米的精
装大平层。P① 杨颖

5月 10日至 11日，西安
房地产主流媒体参观了龙
记地产在陕境内的六地市
项目，零距离探秘“观园”

“檀府”两大国风产品系，共
同见证了龙记地产的品牌
实力。

龙记地产“观园”系产
品，通过极具现代中国人审
美情趣的景观活动空间、邻
里情感交流空间，还原了盛
唐国风建筑的极致美学，倾
力打造城市名仕雅趣现代
院落；“檀府”系产品，专注
高端的非凡人居的产品观，

以现代手法诠释府院精髓，
用盛唐建筑的恢宏与皇家
秩序的尊崇，打造都市尊贵
居住体验。

据介绍，龙记地产作为
陕西本土房地产龙头开发
企业，通过 15载深耕，从陕
西走向全国。2018荣登西
北地区房企品牌价值TOP1、
中国房企百强。近年来强
势扩张，在积极布局全国的
同时深耕陕西。旗下 60余
项目，近千万平方米的开发
体量，物业管理规模近 700
万平方米。P ② 杨颖

绿城·留香园
举办品牌开放活动

龙记地产
举办媒体品鉴活动

新兴产业行动计划助推新区发展

曲江已形成电竞产业集群

5月14日，“全芯智造 礼献
西安”苏宁置业携手八大产业
智敬西安发布盛典举行。

智慧构筑美好生活

在发布会上苏宁置业集团
总裁金明表示，目前苏宁在陕
西已经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布
局。依托多业态、多产业的资
源和优势，苏宁的智慧零售将
迈入全面落地西安的新阶段，
为西安提供品质消费、美好生
活的样本。

作为苏宁集团最重要的产
业，融合线下平台和智慧零售
流量入口，苏宁置业开发项目
涵盖商业地产、产城小镇、住宅
地产三大地产板块，形成了购
物中心、星级酒店、物业服务三
大运营体系。

6S+智慧人居首发

此次，苏宁置业首次对外
发布的 6S+智慧人居体系涵盖
智慧互联、智慧云居、智美社

区、智成建筑、智家服务、智联
社群六大板块。

苏宁置业销售管理公司负
责人介绍，在 6S+智慧系统中，
通过APP就可为访客提供车辆
识别和人脸识别。在采用了人
脸识别技术基础上，苏宁重新
定义了社区空间，业主通过手
机 APP，可以在小区里实现生
鲜、蔬菜、饮料或日用品即时购
买。

打造城市智慧生活新体验

据悉，苏宁置业在西安首
发的项目为“西安苏宁广场”和

“苏宁雲著御澜湾”。其中西安
苏宁广场以 35万平方米的超
大体量，涵盖购物广场、高端精
品商务酒店、甲级写字楼等业
态，成为集文化艺术、绿色生
态、创新体验为一体的潮流聚
集之地。

发布会上，集合苏宁八大
产业权益为一身的悦狮卡重磅
发布。“苏宁雲著”的业主均可

享受到苏宁八大产业的多重权
益实现积分通兑通换、至尊消
费折扣等。此外，苏宁独创的
黑科技BiuOS是智能生态的一
个大脑，给用户提供系列更人
性、更舒适、更智能的服务。

苏宁易购集团西北区西安
地区管理中心总经理王军表示，
目前，陕西苏宁线下连锁网络已

覆盖全省。2019年将继续以城
市建设者的身份，实现新开苏宁
易购电器店8家、直营店27家、
苏宁小店500家、苏宁红孩子母
婴店6家、苏鲜生精品超市5家、
苏宁影城 2家、苏宁汽车超市 1
家、苏宁极物 5家、苏宁易购广
场1家、签约3家、摘牌2家的新
格局。 P③ 王蒙

智慧构筑美好生活

苏宁置业6S+智慧人居西安首发

签约现场

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