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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点点

论道南湖窑２０１８ 嘉兴地产年度盛典
要改革开放
要要
４０ 周年中国地产变革论
坛新闻发布会召开

将有知名经济学家马光远等知名人士就改
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房地产变革进行深入
探讨与交流，厘清发展路径，寻求未来方
向。
“同时，活动也将对嘉兴地产业的发展
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对一些优质特色企业
和楼盘进行评定和表彰，力求以先进为榜
样，以典型案例引领推动嘉兴地产健康稳
定和谐发展。”胡伯良表示。
文 ／ 摄 记者 张莺

１０ 月 ３１ 日下午，论道南湖·２０１８ 嘉兴
地产年度盛典——
—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中国

本级共设 ６ 个考点。

能制造、高端汽配、科技人才类等多个领

游 ８ 路野高铁嘉兴南站冶末班时间延

域，充分展示精准招商和高质量外资集聚

迟至 ２１：５０

地建设成果。

市区这些路段有管制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日袁

电视集团召开。嘉广集团副总编辑胡伯

新高考的学考和选考成绩，既用于评

良、嘉兴学院房地产研究院主任吴兴陆教

价学业水平，也用于高考招生，对考生来说

授以及来自嘉兴的十七家房产公司代表

无疑非常重要。１１ 月 １ 日至 ３ 日，嘉兴学考

出席了会议。

和选考将如期进行，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据悉，此次地产盛典由嘉兴市广播电

考试期间，市公安局对除持有考试专用车

视集团和嘉兴学院房地产研究中心共同

证的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采取临时交通

主办。活动将回首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

管制，
具体区域为：

根据《２０１８ 年嘉兴市区公交线网优化
方案》要求以及市民乘客实际乘车需求，１１
月 １ 日起，游 ８ 路（秀州中学—高铁嘉兴南
站）营运服务时间将作适当延迟。其中，首
末站“高铁嘉兴南站”
末班营运时间由原来
的 ２０：５０ 延迟至 ２１：５０，其余不变。

第七届秀洲窑中国农民画艺术节暨
２０１８ 嘉兴秀洲经贸洽谈会开幕

停车位
为有效缓解市区“停车难”问题，近期，
我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开放内部停车
位，向市民实行错时共享停车。记者从秀洲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目前秀洲区已
有 １２ 家机关事业单位向社会公众实施错
时共享停车，共推出共享车位数 １９４ 个。

张贴着两份共享停车的公告。据该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因秀洲区总工会、区交通运输
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均在秀洲交通大楼
办公，停车位共有 ７４ 个，此次 ３ 家单位共
同推出了共享停车位 ３０ 个。
“ １０ 月中旬，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秀洲区隆重举行第
七届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节暨 ２０１８ 嘉

１．嘉 兴一中考点：纺工路（中环南路至

兴秀洲经贸洽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画乡

史瞬间，展望美好生活。同时，活动也将梳

凌公塘路）禁止机动车通行，中环南路（中

代表、经贸客商代表齐聚秀洲，共享现代

理评选出 ２０１８ 年度嘉兴十大地产新闻事

环东路至纺工路）限速、禁鸣，禁止大型货

民间绘画艺术盛典，共商秀洲未来发展大

件，２０１８ 年度嘉兴具有影响力地产企业和

车通行；

计。

２．秀州中学考点：禾兴北路（昌盛路至

第七届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节以
“乡

３２０ 国道）考试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昌盛

村振兴·绘梦中国”为主题，举办了 ２０１８ 中

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规模日渐扩大， 路（禾兴北路至东方路）限速、禁鸣；
３．嘉 兴三中、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嘉
城市吸引力逐渐增强，房地产市场在改革

国现代民间绘画创作大赛作品展 和 ２０１８

开放的 ４０ 年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此

兴市第五高级中学考点：双溪路（广益路至

和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为全国画 乡搭建了

次活动的举办，可以总结 ４０ 年来嘉兴房

由拳路）、云东路（广益路至由拳路）、由拳

艺术对话和交流借鉴的平台 。其 中，２０１８

地产市场取得的成绩，对促进嘉兴房地产

路（云东路至双溪路）考试期间限速、禁鸣；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创作大赛作品展，得到
４．嘉兴高级中学考点：洪殷路（常秀街 了各地农民画家们的热情支持，共收到全

市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秀洲区向社会开放 １９４ 个错时共享

享停车单位”绿色指示牌十分醒目，旁边还

房地产所经历的历年大事件，通过回顾历

会上，吴兴陆教授表示，随着嘉兴城

文 ／ 记者 邓美丽

在秀洲区交通运输局进出口，
“错时共

地产变革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嘉兴市广播

具有影响力楼盘。

０３

秀洲·中国农民画理论研讨会，从艺术创作

据了解，此次地产盛典的楼市评选范

至昌盛路）、洪波路（常秀街至昌盛路）、常

国 ２２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６４ 个画乡

围将覆盖嘉兴五县两区 ，活动历时一个

秀街（洪波路至洪殷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７３０ 幅作品，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中

月。嘉 兴市民可以通过微信 、电子选票等

特别要提醒的是，１１ 月 ３ 日 １３：４５ 至

形式为 心中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企业及

１４：３０ 是外语听力考试时段，请周边单位和

楼盘投票。投票平台将在嘉广集团新闻综

过往司机尽量配合。

国发展新风尚。
２０１８ 嘉兴秀洲经贸洽谈会以纪念改
革开放 ４０ 周年为主旋律，以“乡村振兴中

合频道以及
“禾点点”手机客户端中公布。

另据嘉兴教育考试院统计，这次考试

国梦”为主题，分为一个主活动和 １７ 个分

站在 ２０１８ 年这个节点上，回望这 ４０

中，全市报名参加学考的有 ９０１０ 科次，报

活动。共签约项目 ３５ 个，其中产业类项目

年来，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历史进程，每一

名参加选考的有 ７１８６９ 科次，全市共设 １９

２１ 个，总投资约 ２２０ 亿元，科技人才项目

个前行 的脚印，都充满艰辛与汗血，也交

个考点。市本级报名参加学考的有 ４０２５

１０ 个，包括 １ 位院士、２ 位国千人才。当天

织着憧憬与希望。在这次地产盛典中，还

科次，报名参加选考的有 ２２２００ 科次，市

主会场集中签约项目 ２５ 个，项目涉及智

我们发布了共享停车的公告，一周内共有
２２ 位居民报名申请。”该负责人表示，剩下
的 ８ 个共享停车位，他们将按照报名先后
次序，先到先得的原则，直到剩余 ８ 个车位
报满为止 。
据悉，这些共享车位实行
“一对一”签
约认领，每户家庭最多只能申请 １ 个泊位。
市民需根据要求先向相关单位提出申请，
经审核通过后与相关单位签订停车共享服
务协议，领取车辆定点停车许可证。目前，
秀洲区 １９４ 个共享车位报名申请已基本截
止，
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各单位的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错时共享停车虽然是
免费停放，但需要遵守相关规定。以秀洲区
交通运输局为例，该单位规定，工作日晚上
车辆驶入时间为夏令时节 １８：００ 至 ２１：３０，
冬
令时节 １７：３０ 至 ２１：３０，次日早上必须驶离时
间为 ６：００ 至 ８：００；节假日、双休日驶入时
间为 ６：００ 至 ２１：３０；车辆 ２１：３０ 以后原则上
不再进出 。如果在规定时间意外停放车辆
或长期滞留车辆不驶离的，每月违规达到
３ 次或全年累计 ８ 次，经过沟通无效或联
系不上的，将终止其停车资格。
文 ／ 记者 邓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