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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对于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也许更多的是，见证！荣誉！发展！
这个周末，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即将迎来它十周岁生日！
据了解，今年作为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十周岁的生

日，相继组织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从年初的好妹妹乐
队合肥初见、傅琰东魔幻艺术节合肥站再到万人空巷的
5·28 许嵩故乡音乐之旅，每场活动都轰动全城，震惊行
业，同时也给数十万装修业主带来很多的优惠和福音，而
这个周末的十周年终极之作郝云霸都城市音乐节活动，也
必将成为合肥家居建材行业的里程碑活动，而“装修就来
凤凰城”也将成为耳熟能详的行业最佳声音！

自2008年以来，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深植合肥十载，

十年间全方位成就了合肥消费者的家居蝶变：一站式购物
体验、MALL 式家居卖场、绿色环保家居理念、360°贴心
服务……经营品类涵盖家具、建材、软装、灯饰、电器等20
多个品类，成立至今，累计服务数百万消费者，国内外一线
品牌总数累计入驻超过千家。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凭借
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众多创新运营思路，在合肥商业地
产普遍萧条的大环境下成功异军突起！

合肥商业已进入大体量竞争时代，而作为扼守庐阳区、
蜀山区、政务区、高新区的十字地段，随着凤凰城家居建材
广场众多品牌独立店、旗舰店雨后春笋般相继开业，商场内
硬件配套设施及众多商户店铺全面升级，周边多种业态共
荣的大环境，凤凰城定位于合肥新城市中央，一直是广大装

修业主的首选之地。而十周年的盛世启幕，带来的绝不仅
仅是真实优惠上的满足，更有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

10 月 14 日-15 日，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十周年荣耀
盛典暨郝云霸都城市音乐节恢弘启幕，这是一场装修盛
宴，一场视听大餐！

为了迎接此次十周年盛典，凤凰城携全场500余个国
内外一线品牌，特推出10000余款十周年专供家装尖货福
利全城！现场更有订单返现，联单好礼，签到红包，幸运抽
奖等十周年重磅福利特惠霸都业主！

10月15日，凤凰城·霸都城市音乐节特邀年度最佳创
作音乐人，著名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郝云助阵十周年活动
现场，为广大合肥装修业主带来最具魅力的音乐现场体验！

10月14日-15日装修就来凤凰城！
——凤凰城家居建材广场十周年荣耀盛典恢弘启幕

昨日，胡润研究院发布《36 计·胡润百富榜
2017》。百度的李彦宏、马东敏夫妇以1250亿元的
财富总值位居皖籍富豪榜首，顺荣股份的吴绪顺家
族以 135亿元的财富位居安徽本土企业富豪首位，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统计发现，共有46位皖籍富豪登上胡润百
富榜单。 ▋记者 任金如

2130位企业家财富达到20亿元及以上
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自 1999 年以来连续第 19 次发

布“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已连续五年保持 20 亿元。
上榜富豪财富计算的截止日期为今年的 8 月 15 日，与
去年一致。过去一年 1184 位企业家财富增长，其中
348位新上榜。今年共有2130位企业家财富达到20亿
元及以上，比去年增加74位上榜，总上榜人数比五年前
翻了一倍，是十年前的近3倍，是15年前的20多倍。

上榜企业家平均财富比去年上涨12.5%达到81亿
元。前 100 名平均涨幅 6 成。有 946 位企业家财富比
去年缩水或没有变化，其中 783 位财富缩水。胡润表
示：“今年我们找到2100多人财富达到20亿元及以上，
如果加上隐形富豪，中国应该有6000多人财富都在20
亿及以上。”对比五年前，财富增长最大的赢家基本都
在今年前十名，财富缩水最多的包括：三一梁稳根、日
照钢铁杜双华、雨润祝义财、美特斯邦威周成建和中信
泰富荣智健等。

59 岁的恒大许家印以 2900 亿元首次成为中国首
富，他是胡润百富榜19年来第12位中国首富。胡润表
示：“如果马云没有‘送出’他在蚂蚁金服的股份，他还
是中国首富。”

皖籍首富：百度李彦宏、马东敏夫妇
记者统计发现，共有 46 位皖籍富豪荣登胡润百富

榜榜单，其中百度的李彦宏、马东敏（出生地合肥）夫妇
以 1250 亿元的财富总值位居皖籍富豪榜首，总排名第
7 位，与去年相比上升一位，相较于去年财富值增长了
28%。排在皖籍富豪榜第二位的正威王文银、刘结红夫
妇（出生地安庆），财富总值 800 亿元，总排名第 17 位，
比去年下降三位，财富总值增长了23%。位居皖籍富豪
榜第三位的是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家族（出生地蚌埠），
财富总值 610 亿元，增值 13%，总排名 26 位，比去年下
降了7位。

丰盛控股的季昌群（出生地马鞍山），顺丰的刘冀
鲁、刘凌云父女（出生地安徽），ofo 的戴威（出生地淮

南），一下科技韩坤（出生地亳州）为今年新上榜的皖籍
富豪，分别位居第 106 位、第 607 位、第 1214 位和第
1982位，财富值分别为260亿元、67亿元、35亿元和20
亿元。财富增值最快的皖籍富豪为易车、摩拜的李斌
（出生地安徽），财富 67 亿元，增值 235%，总排名 607
位，提高 1296 位。财富缩水最快的是冰川科技的刘和
国（出生地池州），财富34亿元，缩水58%，总排名1285
位，比去年下降了 847 位。雨润的祝义财、吴学琴夫妇
（出生地安庆）财富缩水也较快，财富总值53亿元，缩水
50%，总排名799位，下降了500名。

本土首富：顺荣股份的吴绪顺家族
记者统计发现，共有 25 位安徽本土企业的富豪上

榜，其中5位出生地在安徽省以外。顺荣股份的吴绪顺
家族，为安徽本土企业富豪的首富，企业总部在芜湖，
财富总值 135 亿元，与去年相比增值 17%，总排名第
252 位，比去年提升了 10 位。排在安徽本土企业富豪
榜第二位的是安徽国轩的李缜家族，企业总部在合
肥，财富总值 125 亿元，与去年相比缩水 11%，总排名
279 位，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84 位。排在第三位的是顺
荣股份李卫伟（出生地成都），企业总部在芜湖，财富
总值 100 亿元，增值 14%，总排名 368 位，比去年提升
了25位。

开润的范劲松（出生地赣州）、集友新材料的徐善
水（出生地沈阳）、欧普康视的陶悦群以及常青机械的
吴应宏、朱慧娟夫妇，为安徽本土企业新上榜富豪，企
业总部分别位于滁州、合肥、合肥和合肥，财富总值分
别为 37 亿元、26 亿元、22 亿元和 21 亿元，总排名分别
位于第 1162 位、第 1629 位、第 1880 位和 1931 位。还
有两位出生地非安徽的是鸿路钢构商晓波、邓烨芳夫
妇（出生地绍兴），财富总值 35 亿元，总排名第 1214
位，阳光电源的曹仁贤（出生地杭州），财富总值 65 亿
元，总排名648位。

财富增值最快的安徽本土企业富豪为科大讯飞的
刘庆峰，财富60亿元，增值82%，总排名第686位，与去
年相比提升了 581 位。财富缩水最多的是安科生物的
宋礼华，财富总值 35 亿元，缩水 36%，总排名 1214 位，
下降了518位。

46位皖籍富豪上榜胡润百富榜

吴绪顺家族是安徽本土首富

合肥市“海选”百姓
身边的历史建筑
如果入选，将会受到“官方保护”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历史建筑，
是凝固的旧时光。铭记着城市的历
史，将丰厚的城市底蕴凝固在一砖一
瓦里，历经风雨，诉说沧桑……

根据省住建厅、省文物局要求，合
肥市已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
建筑普查，并形成初步普查成果。但
仍然有部分历史建筑会遗落在城市的
角落，安之于繁华深处……为了找寻每
一处这样“凝固的旧时光”，合肥市规
划局发起“借您慧眼，寻找身边的历史
建筑”活动，寻找身边的历史建筑，找
寻城市的记忆……

究竟什么样的建筑才算历史建筑
呢？合肥市规划局表示，至少要建成
30年以上，符合以下条件，且未列入文
物保护单位（点）的建（构）筑物：

1.反映我省地域文化和区域特点
的、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建（构）

筑物；
2.建筑样式、结构体系、建筑材料、

施工工艺具有行业技术发展代表性或
者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建（构）筑物；

3.与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等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代
表性或纪念性建（构）筑物；

4.在各行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或里程碑式的建（构）筑物；

5.著名建筑师的代表性作品；
6.曾经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

建（构）筑物；
7.其它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文

化、教育、景观价值的建（构）筑物。
如果市民发现身边有符合上述条

件的历史建筑，需提供准确的建筑物
详细地址和具体位置，包括区、街、路
名和门牌号；建筑历史和建造时间(如

不确定可提供线索，我们将进行核实

筛查)；建筑历史功能和现功能;推荐理
由及建筑的历史、特色和价值等，尽量
提供反映推荐理由的历史照片、现状
照片、图纸、文献等材料。合肥市规划
局将根据提供的信息梳理确定保护。

本次征集活动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11日至2017年12月20日。信件请
邮寄至合肥市怀宁路1800号国土规划
大厦市规划局景观处束学超。联系电
话0551-63859979。

电子邮箱80403266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