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莞

C08

综合 INFORMATION TIMES

2018.5.25 星期五

东莞荔枝预计总产量1.8~2.2万吨，四大电商平台及合伙人团队加盟销售

荔枝丰收之年开启订单农业新模式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日前，东莞召开“地标莞荔 中国接
荔” 第四届东莞互联网荔枝节发布会。
记者从现场获悉，今年东莞荔枝将联合
四大电商平台和全国莞荔城市合伙人
团队，共同打造东莞荔枝订单农业新模
式。
经历两年连续小年后，今年东莞荔
枝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东莞农业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全市荔枝成花与

坐果为近 20 年最好，预计 2018 年东莞
荔枝属大年年份，若后期无不利天气影
响，预计总产为 1.8~2.2 万吨，约是去年
2962 吨的 6~7 倍。“但由于现在还没大
熟，所以最后的收成还不确定。 ”该负责
人说。
下月东莞荔枝将迎来上市爆发阶
段， 据了解， 妃子笑将于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成熟上市，糯米糍、桂味等将于 6
月中下旬
“
大熟”上市。
记者从第四届东莞互联网荔枝节

发布会上了解到，东莞将依托莞荔品质
优势，联合四大电商平台和全国莞荔城
市合伙人团队，共同打造东莞荔枝订单
农业新模式。 据农业部门介绍，今年东
莞电商平台联合顺丰冷链，将优质航空
运力与高时效地面派送相结合，开发城
市落地配送新模式，进一步打通了“天
网”与“地网”，实现高时效、高品质、低
成本的全国荔枝配送服务。 清晨摘果、
预冷选果、 早上发货等冷链发货流程，
全程 5 个小时内完成，加上东莞地理位

国家百部重点规划电视剧

东莞高校首位捐献造血干细胞者产生

《新外来妹的故事》在莞开机
日前，30集电视连续剧 《新外来妹的故
事》在东莞玉兰大剧院举行开机仪式，并在
东莞进行部分外景拍摄。该剧是东莞改革开
放40周年文艺创作工程的主打项目、广东省
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题材剧目和国家百部
重点电视剧规划项目，计划2019年播出。
《新外来妹的故事》 是一部讲述新一代
外来妹奋斗创业的生活剧，一个讲述改革开
放4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崛起，广东
发生巨变的崭新故事。由著名导演李太岩子
执导，陈小艺、殷桃、程妮、郭凯敏等著名演
信息时报记者 段 亚雄
员领衔主演。

《新 外 来 妹 的 故 事 》 是 一 部 讲 述 新 一
代 外来妹奋 斗 创业 的生活剧 。 通 讯 员 供 图

今夏
“
大”不同 408大屏免费送
多重豪礼HIGH降不停
车，拥有2730mm超长轴距
“
大”有可为，车身
尺寸达到4750*1820*1488mm， 刷新你对宽
敞的认知。 宽适后排空间， 任你舒展身体
freestyle，解锁各种坐姿。 身高182cm的成年
男士坐在后排，能够拥有一拳三指的腿部空
间， 这也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带娃出行、
全家出游等绝大多数家庭对于空间的需求。

大动力带来大体验
屏幕尺寸要大、空间
“肚量”要大、颜值
要
“
大”气、优惠要
“大”力，是不是成了你买
车的指标？ 如今，
“
大”已经成了厂商和消费
者造车、购车的
“
风向标”。 在
“
大”成为大趋
势的前提下， 东风标致408也不甘示弱，空
间足够大、颜值超能打，最重要的是11.6英
寸原装大屏免费送， 优惠力度大到超乎你
想象。

大屏幕带来大视觉
屏幕就要越大越好， 互联生活就是要
被放大再放大。 东风标致408 11.6英寸的中
控液晶屏可以说是
“秀外慧中”。 不仅反应
灵敏，界面也更加清晰直观。 支持MiuDrive
双平台智能手机互联系统， 实现手机与多
媒体的无缝连接， 满足行车中的每一个互
联需求，家用、商用两不误。 多区域分屏互
动可以让驾驶者 在 开 启导 航 等 功能 的 同
时，副驾驶也可以同屏观看高清视频，让乏
味的路途变得精彩。

大空间带来大便捷
东风标致408作为一款紧凑型A级家轿

置优越，40 分钟车程便可直达深圳机场
配发， 最快 18 小时到达大部分一线城
市。
此外，莞吉荔团队依托顺丰和深航
集团航线网络资源，协助荔枝协会属下
会员单位享受“机场-机场”的极速航空
物流服务，根据每天航班的信息预约航
班、预订舱位，最快实现全国 5 小时送
至目的地机场， 完成荔枝订单落地交
付。 据了解， 莞荔目前的销售已突破
35000 箱。

在动力方面，东风标致408搭载屡获国
家大奖的350THP和230THP两款明星发动
机，以及1.8L CVVT黄金主流发动机。 众所
周知，日常堵车一脚一脚刹车、起步是最费
油的了。 除了调校平顺外，东风标致408的
超强T动力配合全系标配的“
STT智能启停
技术”，在临时停车或拥堵路段，发动机可
自动熄火，节油率可达到15%，百公里油耗
最低仅4.9升。 开上408， 载着全家出游，绝
对是稳稳的幸福。

大优惠带来大狂欢
即日起至5月31日， 购买东风标致408
豪华版即可免费更换11.6英寸原厂精品大
屏。 与此同时，还为您贴心地推出更多购车
优惠政策，购买东风标致408全系任意车型
即可享受全额购置税补贴、 最高4000元置
换补贴，如果分期购车，更有36期0利率的
至尊优惠。 活动期间购买东风标致408全系
任一车型，还将获得6000元保险补贴。 增配
不增价，如此408，性价比超乎你想象。
现在可以说是入手东风标致408的最
佳时机，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哦。 机不
可失，失不再来，赶快行动吧！

日前，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计信系 2014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一班的张超，在广州军分区广
州总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顺
利平安返校，成为东莞高校在校学
生捐赠造血干细胞第一人。
从大一开始，张超就参与献血
活动， 并成为干血细胞捐献自愿
者。 本月初，张超与一患者配对成
功， 于 17 日~22 日赴广州军分区
广州总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捐赠。
在打了 4 天的动员针剂后，经过长
达 6 小时的采集，共捐了 285 毫升
造血干细胞的悬浮液。
张超表示， 捐献非常顺利，全
过程并未出现不适。 对自己的大爱
行为， 他认为像平常献血一样，并
没有特别之处，今后还将继续为社

张超。 通 讯 员 供 图

会献爱心。
据了解，在我国造血干细胞捐
赠记录上，张超同学为东莞高校第
一人， 东莞市第 40 例， 广东省第
605 例，全国第 7331 例。
信息时报 记者 段 亚 雄

安居客：天津推出落户新政 楼盘关注度上升
5 月16 日，天津市在第二届世
界智能大会上发布“海河英才”行
动计划， 大幅降低了人才落户门
槛。 据介绍，本科生 40 岁以下，硕
士 45 岁以下，博士不受年龄限制，
只要持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即可
办理落户。
在政策出台前，部分业内人士
已有所传闻。 人们普遍关心，此后
天津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笔者在

58 同城、赶集网、安居客等平台上
发现， 天津楼市在近期迎来高峰，
热点楼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数据显示，
“海河人才”计划公
布后，天津市热点楼盘单页点击量
上升 36.4%， 部分热门在售项目外
地来电量占比约 30%，楼市关注度
明显提升。 其中，环城四区中的西
青、北辰以及海河教育园区依然是
置业者关注的热门区域。

58 到家：着力建设标准化服务体系
在家政服务同质化、 低门槛，
服务安全性与品质无法得到保障
的今天，年轻用户不断增长且日趋
多元的消费需求，以及各家政企业
的激烈竞争，都在倒逼家政服务行
业向着规模化、正规化发展。
据悉，58 到家通过推出“精品
保姆”项目、与湖南警方等多方合
作等多重行动， 完善平台服务流
程、服务行为、服务反馈等机制，把

“安全、健康、专业”三重高标服务
推向全国市场，推进家政服务市场
的规范化、正规化发展。
行业相关人员表示，目前家政
服务市场体量庞大， 渠道丰富，不
仅有 58 到家、 赶集网、58 同城等
平台， 也有各类线下家政服务公
司。 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企业，想
要突破重围都要立足消费者需求，
从服务优化入手。

债市中长期投资价值凸显

鹏华丰融成立以来年化回报超6.8%
今年以来，债市走出了一波向
上行情。 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 5
月 22 日， 中证全债指数年内涨幅
达到 3.28%。 据了解， 固定收益投
资一直是鹏华基金的强项， 旗下
“
丰”系列债基整体表现稳健，成为
投资者的首选。

以鹏华丰融为例，其短中长期
业绩均跻身同类 TOP3。 据银河证
券数据， 自 2013 年 11 月 成 立 以
来， 鹏华丰融累计回报达到
34.58%， 年化回报高达 6.81%，且
2014 至 2017 连续 4 年收益为正，
稳健可持续回报能力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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