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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冠宇）金
九银十一向是销售业的传统旺
季，各商家都会推出各类促销
活动吸引市民进行消费，市民
们在这8天长假内实实在在地
享受到了购物的快感。

虽然长假已经是过去式，
但优惠却没有停歇，尤其是对
有选购红木家具需求的市民来
说，本周末的这个优惠活动，你
千万不能错过。

2017年第四届华通工厂

直供会将于10月14、15日在
吴江八都华通工厂举行。华通
木业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期
间，凭邀请函到活动现场签到，
即可领取红木筷子一盒。

在活动现场，华通木业为

到场市民提供了多款惊爆价产
品，产品种类丰富，最低价低至
6折，但每天每款仅限一套，有
需要的市民可尽早前往抢购。

本届工厂直供会，华通木
业首次推出了“下定金送好

礼”活动：客户在活动现场下
定金1万元起，达到不同定金
金额，可获赠红木小靠椅、红
木衣架、红木情侣椅、电视
柜、茶台、圆桌九件套、红木
大床、红木沙发六件套等好
礼，可谓是诚意十足。

而为了回馈客户，本次华
通工厂直供会上家具、楼梯、
门、护墙等产品一律 8.8 折
（大红酸枝、金丝楠木不打折）。

此外，工厂直供会活动期
间，下单定金每满5000元即可
抽红包一个，所付定金越多，
所得红包个数越多。客户抽取
红包，便有机会获得价值1100
元的红木衣架、价值700元的
花架、价值 280 元的黑檀笔
筒、价值128元的红木筷子等
好礼。如此丰富的活动内容，
给力的促销力度，相信你已经
迫不及待了，想在本次直供会
选购红木家具的市民可先行至
吴江各华通门店领取邀请函，
周末前往八都享受本届工厂直
供会的优惠。

长假已过 优惠却不停歇

华通工厂直供会本周末举行

卧室是家中人们最依赖的地
方，而卧室灯具的选择也十分重
要。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卧室灯
具应该如何选择，其中又有哪些
注意点呢?

根据卧室风格选择

卧室的装修风格决定了灯具
的风格，如果卧室是现代简约风
格的，那灯具就该配合卧室风
格，选择现代风格的LED灯等
就可以了;如果卧室是古典风
格，可选择欧式的水晶灯，这样
搭配起来就显得古典高雅。灯具
必须与卧室装修风格保持协调，
不然会显得不伦不类。

根据卧室高度选择

灯具选择跟卧室风格有关，
也跟卧室高度有关，卧室层高够
的情况下，才可以安装水晶吊
灯，显得好看大气；若是卧室层
高不足，则建议选择吸顶灯，不
然会显得卧室十分拥挤，空间若
是太压抑甚至会影响业主休息质
量。

根据卧室主人年龄

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卧室灯
具的选择不一样，所以要根据生
活习惯来选择灯具。老年人一般
要求造型简单大方，并需要选
择亮度较强、光线柔和的灯
具;中年人往往会按照自己的
喜好、品味来布置，会选择色
彩简单、设计有品位的灯具；
青年人追求个性，造型独特、
富有个性的灯具尤为受欢迎；
儿童房间的灯具则可以选择可爱
的卡通图案或形状，但不适合选
择亮度太高的灯泡，避免伤害眼
睛。

使用需求

卧室灯具选择还得考虑使用
需求，比如梳妆镜通常采用温射
型灯具，装在镜子上以免产生眩
光。有的人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可以选择台灯或者壁灯进行照
明，得选择适合阅读的灯具或者
可调节灯光亮度的灯具等。

（综合）

卧室灯具如何选择

黄金周刚刚过去，麦道的销
售业绩又提升了不少。据了解，
几乎每一次建材博览类展会上，
麦道都会是签单冠军。究其原
因，是麦道优质的产品品质吸引
了消费者前往选购。

十五年的木制品制作底蕴，
决定了麦道在品质管理方面有着
自己独特的方式。原材料的选
择、漆面表层打磨、环保工艺的
优化、风格设计的创新，都愈发

成熟及稳健。
品质，在麦道从来都不是一

个空谈的概念。它包括材料的品
质、设计的品质、生产工艺的品
质、体验的品质、生活的品质。每
一件麦道产品的背后，都渗透着
麦道人坚持不懈做好产品的品牌
理念。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
样的理念都会指引麦道做精、做
专、做细、做强，对品质的追求，麦
道始终不曾动摇。 （小李）

麦道全屋定制

追求品质始终如一

对接轨交时代 激活“缘来”平望
（上接01版）远大目标来

自于发展底气。十八大以来，
平望经济稳中有增一路上扬。
这股劲头，即便是在该镇支柱
产业——纺织产业普遍不景气
时，也不曾回落。沈春荣认
为，优异表现源于全镇上下对
于做实实体经济的一致坚持。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平
望镇连续保持高位投入的五
年。每年高强度、大体量的投
资，充分彰显了平望人对实体
经济的信心和发展的决心。深
入分析这一“平望现象”，其背
后既有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也
有规上企业的聚力创新，更有
数量巨大的小微企业专注主
业，心无旁骛走实体经济路线。

“以我们的巨头企业国望
高科为例，这几年的投入进
度，保持了投产一条线、开工
一条线这样的节奏。截至目
前，整个国望高科已经完成了
120亿元的投入，去年产出达
到110亿元，成为全镇第一家
销售超100亿元的企业。”沈
春荣说。

随着国望高科产业园、中
鲈科技园和平南工业区等产业
载体的进一步完善，平望经济
将迎来新的增长空间。“特别
是作为全区‘555计划’重要
组成部分的中鲈科技园，今年
又获批苏州市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目前正在积极争创省级科
技孵化器”。

今年，平望镇工业开票销
售收入有望突破300亿元。同
时，随着工业投入的持续加
码，纺织行业的全面复苏，今
年全镇销售超5亿元的企业有
望再增3家。此外，平望镇也
已拟定了“135”三年行动计
划，即争取“十三五”期末年
销售超1亿元、3亿元、5亿
元企业分别达到30家、20家
和10家，争取至少有1家企
业主板上市，从而为下一个量
质并举的五年开出好局。

社会事业整合发力

适度超前给未来蓄势

交通便利，本是平望兴盛
繁荣的最大优势，不期然也成
为宜居短板。穿镇而过的多条
水陆交通要道，将平望镇区严
重碎片化，城镇建设难有质的
飞跃。2013年，平望下定决
心扭转不利局面，着手修编全
镇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经过多次论证，两部规划
于去年修编完成。未来发展的
基本框架既定，今后就要通过
明确的实施路径，向科学规划
要发展质量。

近年来，平望镇以每年

20个项目、4亿元年度投资，推
进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先后完成
了多条老街改造、两家幼儿园和
一所小学的新建和改建、100个
亮点村庄建设等工程。去年，平
望镇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莺
湖景区获评AAA级景区，全镇
顺利通过国家卫生镇复检。

在沈春荣看来，城镇“升
格”固然有助旅游产业发展，但
归根结底还是要为平望的老百姓
服务。他说：“城镇建设适度超
前，可以有效扩大城镇运作空
间，可以为平望百姓营造更好的
乐居环境。”

为了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平望镇提出用5年时间实现
村级经济倍增的目标。除了梳理
三业发包合同、盘活存量土地等
统抓项目，平望还推出村村联建
污水处理站点、“263”整治行
动配套奖励等创新型项目，实现
经济和环境效益双丰收。

沈春荣表示：“我们现在极
力避免村村冒烟的发展路径，下
一步将根据产业特点，套用村村
联建模式，从平南工业区、中鲈
科技园和国望高科产业园三个产
业载体中寻找合适的配套项目进
行投资、获取收益。”去年，平
望镇所有村庄村集体收入均超过
200万元，今年的目标是村均收
入再增长20%。

区域联动、城乡统筹，通过

整合发力，平望镇实现了城乡面
貌、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的有效
提升。沈春荣说，这种提升一方
面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数据里，更
多时候体现在老百姓的“口碑”
中。“今年大走访期间，我们就
听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特别是
对生活环境和精准扶贫，群众可
以说是比较满意的。”

东联西拓北延城湖相融

树立新标杆 建设新平望

十九大召开在即，对照省委
对苏州勇当“两个标杆”的全新
要求，建设怎样的平望、怎样建
设平望，是两个摆在平望人面前
的重要命题。

沈春荣说：“平望的交通优
势、产业基础、群众基础已经准
备就绪。当前，平望提出通运健
康小镇的全新定位，通过整合全
镇产业、生态和文化等方方面面
的资源，特质鲜明地迎接即将到
来的轨交时代。”

在具体的执行层面，沈春荣
说，一是要搭上轨道交通的顺风
车。交通枢纽重镇的位置不能动
摇。沪苏湖、通苏嘉枢纽站，
选址不管怎么变化，都会在平
望境内或附近，S6轻轨线作为
轨交4号线到盛泽的延伸，也
会经过平望新镇区。依托原有

的交通优势，优化原有的交通网
络，这两个重大利好将助推平望
快速发展。

二是要驶上集成式改革的高
速路。集成式改革是乡镇释放生
产力的重要举措。作为基层政
府，平望正试行抓两头、优中
间、促延伸的扁平化管理体制。
一头是行政审批，另一头是综合
执法，围绕两端，优化组合现有
部门，延伸提高办事处功能，释
放最大潜能，打造一个便民便企
高效的服务体制，为平望的经济
社会发展转型构建强大的凝聚力。

三是打造“缘来”平望新辉
煌。平望下一步城镇发展将秉持
城湖相融的理念，以东联西拓北
延为指导思路。东接高铁新城的
规划，目前已预留三条往东的交
通主动脉。主镇区将进一步向西
拓展。新镇区与梅堰社区环抱大
龙荡，坐拥医院、地铁站等基础
配套。目前大龙荡沿线8公里长
的自行车赛道和步行道已经进入
规划建设阶段。北延则是通过中
鲈大道，将新镇区与中鲈科技园
相连，实现产城融合。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今后几
年，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打
造，中鲈科技园都将是重中之重。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现代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物流业的产业转型与发
展，实现该区域在‘十三五’期末超
百亿销售的目标。”沈春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