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购价

98元/盒（12只）
(4-5两 /只)

玉菇甜瓜 110元 /箱(14-15斤)

千禧小番茄 42.5元 /篮(5斤)

阳山水蜜桃以其形美、色艳、味佳、肉细、皮韧易
剥、汁多甘厚、味浓香溢、入口即化等特点而驰名中
外，第一周的预订就高达300多箱，没吃过瘾的朋
友，本周赶紧电话预订吧。

阳山镇，地处江南水乡，南临美丽的太湖，北靠
京杭大运河。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火山地质条件，
使阳山水蜜桃较其它水蜜桃果形大、色泽美，香气浓
郁、汁多味甜。
特点：果顶圆平缝合线浅，果皮底色黄稍带绿，

顶头有红晕，肉质致密。因采摘时稍微偏生，在家放

置 2天即可撕皮。

预订时间：即日起至 6月 26日（周四）下午 5：30止

阳山水蜜桃

水果火爆预订中
扫一扫 鲜嫩清新早知道

即日起：买一盒

蓝莓就赠送价

值 28元的蓝莓

汁一瓶（330ml）

优购价

135元/盒（2斤）

溧阳白露山蓝莓

蓝莓果实含有大量花青素以及药用价值
和营养保健功能，国际粮农组织将其列为人类
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在我国蓝莓更是被称之为
水果皇后。

来自溧阳白露山的蓝莓是绿色的纯天然
食品，不仅生长环境好，还采用纯天然、有机种
植方式，在种植过程中坚决不使用农药化肥
等，口味纯正，营养价值极高，被誉为水果皇
后，口味酸甜，在炎炎夏季，成为消费者心目中
健康首选水果。

送

提货地点：大庙弄新闻大厦北一楼预订热线：400-928-9988

提货时间：本周五下午 2点 -6点 周六上午 9点 -11点

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及《常州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常
州市轨道交通 1号线一期
工程———翠竹站项目征收
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

一、征收范围：飞龙路
及永宁路两侧（征收范围图
详见现场公示）。

二、启征日期：本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起。

三、房屋征收部门：常

州市天宁区建设局（监督电
话：88114509）。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
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

五、征收补偿方案：详
见现场公示。

被征收人如对本决定
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向常州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依法向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6月25日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常天征〔2014〕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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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双方相关证
件，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电
话
86688026
13701502881

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
创始人 宋振江 主任律师

电话：8680114813806116148
地址：常州申龙商务广场东座 13楼
网址：www.songzhenjiang.com

资深的紧密型专业团队
专注于公司类高端运作

★法律咨询★★法律咨询★

免费珠宝鉴定
房地产一站式服务

地址：延陵中路房地产交易市场西侧
融资热线：85388888

商务部批准正规典当企业
房地产、金银珠宝、汽车典当

证券市值借款 大额借款首选

名品汽车典当，当天放款
费率优惠 开业有礼

葡京
典当

抵押贷款服务，同业利息较低

服务热线：89965992葡京易贷葡京易贷

专业汽车房屋抵押
1、贷款车、全款车、公司车、外地车
2、商住房、私房
13775237177
网址：www.c2cbank.com

★房产信息★★房产信息★ ★车辆信息★★车辆信息★

店面出租
东横街（少年宫对面）沿街商业
店面房 330m2，可分割出租，地
理优，环境美，设置全，适合做各
种商业店面，更适合银行入驻。

电话：13775126736张先生

靖江城南园区有工业用地 30亩，双
证齐全，需要电联。18262317788

厂 房 出 售

免费热线：400-0404-858宝祥典当
全资国有 诚信至上
房地产、汽车、珠宝、和田玉

专业评估二手车价格

地址：中吴大道 1267号

汽车抵押借款
电话：15295129111

注册号：
320400000013584

专 业 办 理

即到得款、收购各类汽车

中吴大道 1267号

汽车抵押借款
电话：18861466667

注册号：
320400000033016

电话：13585302200

市中心商铺
住宅办公房出租

文化宫中联大厦、通信大
厦 26-1200m2办公室出租(整
层、分割均可)；路桥市场旁小河
沿官保巷三楼 1000m2写字楼
出租；中联大厦二楼葡京超市
1400m2出租或转让；延陵西路
海澜之家二楼 260m2旺铺出租；
延陵西路 88号二楼 1218m2旺
铺出租。非中介，无中介费）。

邹 区新街十字路口厂房，三
跨约 6000m2,仓库优先，价格
面 议 13801505266蒋

土出
租

昨日 股市

阿里掀并购潮年砸重金400亿
成败有待市场检验

随着阿里巴巴进入“并购模
式”，任何有关其并购事宜的风吹草
动，都会引起外界迅速围观和猜测。
6月24日，有消息称阿里巴巴将收购
中国联通30%股权，尽管阿里巴巴随
即否认了这一传言，但这仍在市场上
引起不小的骚动。事实上，从2012年
获得80亿美元贷款开始，阿里就踏
上了异乎寻常的收购之路。记者统计
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间阿里累计并
购金额已经超过400亿元。

在过去的半年内，阿里的并购
举动更加频繁：1月23日，阿里联
手云锋基金以1.7亿美元收购中信
集团旗下中信21世纪公司54.3%

股份；2月10日，11亿美元全资收
购高德地图；3月11日，62亿港元
收购影视制作公司文化中国60%
股份；3月12日，参与佰程旅行网
B轮融资2000万美元；3月30日，
2.15亿美元投资美移动聊天和通
话应用TANGO；3月31日，53.7亿
港元投资银泰商业集团；4月3
日，马云个人控股的浙江融信以
32.99亿元人民币现金控股金融
软件开发商恒生电子；4月8日，
65.36亿元人民币收购数字电视
公司华数传媒20%股权；4月28
日，联合云锋基金以12.2亿美元
战略投资视频网站优酷土豆，持
股16.5%；4月28日，联合UC优视
投资“神马”移动搜索，占股30%；
5月28日，2.49亿美元投资新加坡
邮政，占股10.35%；6月5日，12亿
元人民币入股恒大足球，获50%

股权；6月11日，将UC优视全资融
入阿里巴巴集团，组建阿里UC移
动事业部。据介绍，5年来阿里从
入股到此次全资收购UC，共耗资
约300亿元人民币。

2013年，阿里巴巴还先后投资
或并购了快的打车、日日顺物流、新
浪微博、一达通、友盟、天弘基金等
多家公司。从2012年获得80亿美元
贷款开始，阿里已经先后将超过20
家公司揽入怀中，横跨社交网络、物
流、音乐、媒体、O2O、地图、浏览器
等多个领域，被外界戏称“几乎买下
半个中国互联网”。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未来
一段时间，阿里的并购步伐将不会
停歇，除了并购更多的互联网公司，
还会将并购的重点逐渐转向金融、
文化娱乐、医疗等原本阿里并不擅
长的领域。

阿里的大规模并购行为，仍在
遵循马云一直以来强调的“接力跑”
式发展。他认为，阿里如果想要成为
百年老店，就需要不断地发现新的
市场需求，从事新的业务，以新业务
作为公司未来增长动力。

尽管并购是一条企业快速发展
的捷径，但阿里如此迅疾的并购节
奏，还是引来外界一连串疑问：阿里
是否正在从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转变
为一家产业投资公司？其揽入怀中
的诸多新业务能否像淘宝、支付宝
一样再次成为业内的领头羊？过于
急促的收购会不会让阿里在未来
“消化不良”？

事实上，并购，特别是跨行业并
购失败的例子，在国内外都不胜枚
举。根据埃森哲等国外机构的不完
全统计，国外跨领域并购的成功率
不足50%，即便是像谷歌、微软这样

的巨头，也屡有失手。例如，谷歌出
售摩托罗拉移动，以及盛大大规模
出售旗下各类业务，就被业界当成
2014年极具参考性的反面教材。

有业内分析指出，当年的盛大
也曾和今天的阿里一样，在各个领
域频频出击，并购公司也超过50
家。但并购并没有帮助盛大成为新
的网络巨头，反而拖累其主营的游
戏业务。短短几年，盛大已经将包
括网络视频在内的多项业务进行
了出售。

对此，多数市场分析认为，从现
有经验看，很难判断阿里并购新业
务的前景。阿里的新业务，特别是金
融、文化、娱乐和健康业务，尚未有
大动作，仍处于布局阶段，未来如何
运营，能否成为阿里新的“杀手锏”，
也只能等待市场去检验。

摘自!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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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股指缩量下行

告别短暂反弹，25日A股重现
调整，沪深股指双双下行。与此同
时，两市告别持续放量态势，成交
量萎缩至1400亿元附近。石油燃
气等多个权重板块逆势上涨，但幅
度十分有限。

虽然新股申购告一段落后“打
新”资金回流，但临近年中，资金成
本习惯性上升仍使得市场资金面感
受到压力。在这一背景下，A股反弹
未能延续。 据新华社

2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
兴业银行发行

记者25日从兴业银行获悉，该行近日在银行间市
场成功发行200亿元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债券票面
利率为6.15%。

据兴业银行介绍，本次债券发行为10年期固定利
率，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市场投资者
对此次债券发行认可程度较高，全场认购倍数高达1.56，
募集资金全部到位。

此次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并补充资本后，按照2014年
一季度末时点测算，兴业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达到
11.89%，较补充前提高0.83%，法人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
11.50%，较补充前提高0.86%。 据新华社

斥资千万美元
投资“3D打印肉”

李嘉诚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一举一动不仅受社会关注，同
时也牵动着市场的神经。距离其投资的“人造鸡蛋”在
香港市场引发轰动不足两周，李嘉诚又有了下一个目
标———投资“人造肉”。据报道，李嘉诚近期斥资1000
万美元投资了一家可以3D打印肉类产品的科技公
司。这也引发了A股市场的震动。

这家名为ModernMeadow的美国初创公司能
够通过3D打印技术在实验室里培养出猪肉牛肉等
畜肉以及真皮皮革。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每天吃
的肉类和穿的皮革制品可以用3D技术进行打印了。

李嘉诚私人持有的风投公司维港投资近日牵头
进行了这项投资。Modern Meadow公司CEO曾向
媒体表示，公司储存并用于“酿造”皮革和畜肉的细
胞是通过小型活组织切片获得的，这不会弄疼、伤
害或杀死动物。而且未来生物打印肉类不仅能够满
足人类对于动物蛋白质的需求，还很环保。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研究员介绍，这种利
用糖、蛋白质、脂肪、肌肉细胞等原材料打印出的肉
具有和真正的肉类相似的口感和纹理。做成的鲜肉
特别有弹性，而且烹饪后肉质松散有嚼头，丝毫不
逊于真正的肉。而且同样含有真正肉类所含的营养
元素。 摘自!新京报"

市盈率如此降法并非进步
新股发行———

中国证监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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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又捡起的窗口指导以管制的方

式让%三高&遁形$监管层通过几

条红线为发行价格设了上限$压

低新股发行价格#使打新步入%稳

赚不赔&的旧路#这或许能暂时化

解矛盾# 让更多投资者分享新股

的收益# 消解投资者历来对上市

圈钱的抱怨$ 但由此带来一个严

重的问题'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付之东流# 股票市场再度陷入行政

管制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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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是市场所期待的吗(据新华社

上证综指 2025.50 -8.43 -0.41%
深证成指 7217.65 -23.19-0.32%

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
净资产1.9915万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25日公布2014年3月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

表。数据显示，2014年3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6.129万亿美元，
对外负债4.1374万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9915万亿美元。

在对外金融资产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6215亿美元，证
券投资2665亿美元，其他投资1.2314万亿美元，储备资产
4.0096万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10%、4%、20%和
65%；在对外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2.4154万亿美元，
证券投资4050亿美元，其他投资1.317万亿美元，分别占对
外负债的58%、10%和32%。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
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它
与反映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起，构成该国家或地
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 据新华社

（上接A1版）我市经过农村一轮)二轮土地承包#形成现

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绝大多数地方签订承包合同并

发放权属证书$但受当时客观条件影响#二轮承包也存在

着确权不到位的问题$

因此#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

以现有土地承包合同)权属证书)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

记和土地%二调&成果为依据#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将有利于切实解决承包地块面积不

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将农

户承包地成图)登记)造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确实权)颁铁证#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真正成为农民重要的财产权利和物质利益$

*上接A1版+ 查处了溧阳市天目湖镇财政所原出纳会
计吴亚东挪用财政资金1117万元、常州工学院原办公
室秘书吴凌云贪污公款454万元等一批金额特别巨大
的案件。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丁正红透露，当前贪污贿赂犯罪
呈现五大特点：一是发案领域有所扩展，检察机关相继
在城市绿化、新农村建设、惠农支农、公用事业等领域查
处了一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二是集体腐败问题更加突
出，2011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所办案件中属于窝串案
的有262件278人，占立案总件数的68.7%；三是犯罪数
额不断攀升，2013年与2011年相比，涉案金额50万元以
上案件总数上涨一倍；四是犯罪行为更加隐蔽，以交易
形式、投资分红、个人借贷等形式的新型贿赂犯罪时有
发生，犯罪手法更加多样化；五是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
交织，2011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渎交织案件
有30件37人。

今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还立案查处渎职侵权案件
22件31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8件26人，涉及科级干部
14人，处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查处数创历史之最。

记者在会上还了解到，位于市检察院内的检察为
民服务中心已于今年3月底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市检
察院精心打造的便民为民服务平台，检察为民服务中
心主要承担了12309民生热线、接受控告举报申诉、远
程视频接访、案件管理查询、案件当事人接待、律师办
案、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检务公开、法律救助、检调对接
等10项职能。 *车玉 杨杰+

县处级37人 科级142人

全市开展确权登记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