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银移动银行

23

2013年9月16日 星期一

金融

股东品行可决定贷款金额和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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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号陈， 镌刻于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

窑口的一块酒器古瓷碎片上， 相传是乾隆

皇帝御赐的酒号。悱恻的青花婀娜婉转，仿

佛要告诉人们它所经历的悠悠往事。 耳边

恍如钟鸣， 敲击着早已化为过往尘埃的大

清盛世， 不尽的繁华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仿

佛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化在这缕缕酒香

中，全都化入了这醇厚悠长的酒香中。

今天天号陈盛情推出 “天地仁和”系

列酒品，以三百年天子酒坊清窖精酿，传承

历史血脉， 融汇现代文化。 精选优质的高

粱、小麦、大米、糯米、玉米为原料，从水质

到配料、上甄、观火、摘酒、勾兑、窖藏等每

一个环节都由国家级酿酒专家和经验丰富

的酿酒大师亲自严格把控，符合国家《浓

香型白酒》GB/T10781.1（优级）标准，经

传统固态法发酵蒸馏、陈酿、勾兑而成，未

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 纯粮酿

造，童叟无欺。同时，采用了当代最新的生

物技术，使得天号陈既保留蜀酒古韵，又符

合现代人的饮酒文化。

“天地仁和”蕴藏了数千年中华文化

精魂，亦如川菜令人久久难忘。川菜，作为

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清鲜醇浓并重，尤以麻

辣著称，别具一格。作为民间最大的菜系，

素有三帮八滋七味一说，技法多变，取材广

泛，称得上是百菜百味。天号陈携手《牙尖

川菜》栏目，将四川的饮食文化和酒文化

融会贯通，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多地了

解巴蜀文化。 在向观众呈现川菜漫长演变

过程的同时更深层次地挖掘一系列鲜为人

知的传奇故事，吃四川菜，喝天号陈，让我

们一起细细领略千年蜀地的无限魅力。

天号陈， 不仅仅是香醇， 是人生的态

度，生活的方式和对品位的追求。天号陈，

不仅仅是酒，更被寄予了一种人生信念，每

一滴都汇聚无数大师心血，精酿细造，滴滴

传世之作。

工银移动银行是工商银行电子银

行子品牌，涵括手机银行、平板电脑个

人网银、短信银行等一系列移动金融产

品，可提供账户管理、转账汇款、自助

缴费、在线购物支付、投资理财等金融

服务。

1

、随心所享，贴身服务

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信号，就有

工银移动银行为您服务，买卖黄金、转

账、还信用卡……让金融服务“触手

可及”。

2

、操作简单，界面炫酷

在主流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均有客

户端软件， 炫酷的界面设计更带来畅爽

的使用体验。

3

、选择更多，指掌财富

除基金、债券、理财产品等传统投资

品种外，还提供贵金属、账户外汇、账户

原油等投资交易新选择， 更有专属高收

益理财产品。

4

、安全无忧，多重防护。

采用登录密码、工银电子密码器、U

盾等身份认证， 配合灵活多样的限额管

理、客户操作超时退出机制、登录短信提

醒等多重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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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9月15日），由《成都商报》《每日经

济新闻》联合主办的“2013四川民间金融年度

论坛”在成都明宇金融广场举行，明宇集团也成

为参与者瞩目的焦点之一。

凭借“酒店地产投资运营商”的发展模式，

两年时间， 明宇集团已在全国多个城市 “落

子”，开发面积超1000万平方米，其高速发展被

誉为“明宇速度”，引发业内侧目。

明宇速度 引发业内侧目

今年，成都新增写字楼关注率最高的项目，

无疑属明宇金融广场。 作为上半年成都写字楼

市场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宇金融广场位于成

都金融街———东大街，以206米之姿，成为成都

已建成的第一高楼。

明宇金融广场是集豪华五星级酒店 （明宇

豪雅饭店）、超甲级写字楼、国际俱乐部、国际会

议中心、顶级商务会所、高端SPA、会员制健身中

心、白领餐厅于一体的精品城市综合体，提供一

站式国际化高端商务办公体验， 是东大街首座

“全服务链标杆写字楼”。目前已吸引了美国花

旗银行、韩国三星集团、日本邦民财务、美国国

家仪器等数家世界500强企业抢先入驻。

明宇大厦则作为明宇集团总部大楼已全面

呈现， 地处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与红星路南延

线交汇处， 总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 总高152

米，拥有31400平方米的江景艺术园林，是集豪

华五星级酒店（明宇豪雅饭店）、甲级写字楼于

一体的城南首例全江景精品城市综合体， 由国

际景观大师贝尔高林重金打造。 明宇大厦刚刚

呈现，便以80%的入驻率刷新成都写字楼的入驻

速度，目前华科建设、时代设计院等多家知名企

业已全面入驻。

而明宇·西部国际金融中心这一在建的精

品城市综合体，令蓉城充满期待。其总投资30亿

元，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由一座240米高的

中国西部第一家CONRAD（康莱德）酒店、一

座160米高的金融大厦、 两座140余米高的瞰江

华宅围合而成，集奢华五星级酒店、超甲级写字

楼和国际公寓、高端精品商业中心于一体。

据了解，目前明宇集团仅在四川省内就管理

了十余家高星级酒店，并在北京、四川、新疆、吉

林、云南等省、市、自治区拥有9个在建城市综合

体和12个筹建中的五星级酒店，其开发面积超过

1000万平方米， 并正在积极拓展上海、 广州、南

京、海口等国内重点城市和旅游热点区域。

按照明宇集团的蓝图规划，到2015年末，其酒

店总体规模将达到西部第一、 中国酒店集团前10

强，酒店及高端餐饮数量达到30家以上，客房10000

间以上，并最终推动酒店板块在中国A股上市。

三驾马车 酒店地产金融并驾齐驱

明宇何以取得如此快的发展速度？ 成为行

业探究的样本。 而这一答案或许可以从明宇酒

店、地产、金融“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战

略中找到。

明宇“以酒店为主业、以地产为支撑，以金

融投资为纽带”，下设明宇酒店集团、明宇置业

集团、四川明宇集团三大产业集团，三者相互支

撑和推动，共同构成强大的驱动力。

“酒店地产作为商业地产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的核心在于运营，而不是开发。酒店地产的投

资与运营是明宇为自己划定的前进道路， 以酒

店为主业，以地产为支撑，以金融投资为纽带，

三者相辅相成。” 明宇集团董事长张建明表示，

这个战略的制定是基于明宇对自身优势和核心

竞争力的清醒认识，就如同万达专攻商业地产、

万科专注住宅地产，明宇则深耕“酒店地产”，

成为行业领先者。

据介绍，明宇良好的酒店经营和物业运营，

可为集团提供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具备优质造

血机能；其“五星级酒店+超甲级写字楼”模式，

使整体商业变现能力受到国内外投资机构和客

户的广泛认同；而投资金融业、类金融业，实现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明宇现拥有四个自有品牌———“明宇·雅”

系列五星级酒店品牌 （丽雅、 尚雅、 豪雅、尊

雅），“宇豪” 四星级酒店品牌和独立高端餐饮

品牌“怡品堂”、“珍鲜坊”。

品质保障 吸引世界500强入驻

“以世界500强标准打造，超越世界500强的

期望，自然吸引入驻的就是世界500强。”张建明

董事长说， 高品质物业自持是成就高租金的关

键因素， 因为开发商自持物业比分散业权更能

保证品质和服务。

比如，明宇金融广场开发初期，就细致考虑

到世界500强入驻后的一站式商务需求，设定超

五星明宇豪雅饭店与超甲写字楼同楼一体，不

仅带来如云顶会所、空中泳池、国际会议中心、

白领餐厅、高端SPA等商务配套，还为入驻的500

强企业提供五星级酒店专属服务等。

“先有产品定位，才有价格定位，无论是做

酒店客户还是写字楼租赁， 都可以遵循这一法

则。”对于明宇金融广场的租金定位，张建明董

事长认为， 甲级写字楼租赁想获得高租金的秘

诀就是，以高品质物业和服务做保证。

去年底，明宇金融广场正式对外招租。仅仅

半年时间出租率便超过50%， 实际租金起价135

元每平方米……这些骄人的成绩正是自持高品

质物业带来的市场印证。

长春·明宇广场项目销售中心也于9月15日

正式开盘销售， 这是明宇集团开发的全国第七

座明宇广场， 也是其战略布局东北亚的首个据

点。长春·明宇广场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总投

资3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春市地标性建筑。

明宇酒店集团旗下的北京丽雅饭店也即将

开业，标志着明宇集团正式进入北京酒店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为推动雅安市灾后重建工作， 华夏

银行继续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作

用， 为雅安市灾后恢复重建提供强有力

金融支持。9月10日， 华夏银行成都分行

与雅安市政府签订了 《开发性金融支持

雅安市灾后恢复重建合作备忘录》。在符

合国家地震灾区有关政策法规、 华夏银

行信贷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提供“投资、

贷款、债券、租赁、证券”全方位金融服

务， 向受灾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提供意

向融资总额30亿元。

按照雅安市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重点

支持灾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城乡居民危

房拆迁、安置房及保障性住房建设，水利、

电力、 医疗卫生、 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旅游设施恢复重建，以及工农业生产恢

复建设等。 具体项目遵循国家有关规定和

监管要求，按照华夏银行授信和评审规定，

逐年核定，滚动调整，分步实施。

华夏银行将在国家政策、 监管规定和

业务管理规定允许的范围内， 建立绿色通

道， 及时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重大项目的评

审工作。 强化总分行和母子公司之间的高

效协同，通过贷款及其与投资、债券、租赁、

证券等其他融资方式的产品优化组合，支

持雅安市政府和相关投融资主体多渠道融

资，合理控制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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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号陈———酒香川味浓

工银移动银行三大功能吸引客户破1亿

继个人网上银行客户率先突破

1

亿户后，工银移动银行日前也率先突破

1

亿户，工商银行成为目前国内首家拥有个人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双亿级”客

户群的商业银行。

1

亿户意味着什么？表示全国每

13

个人中，就有

1

个人在使用

工银移动银行。

如此庞大的客户群，是哪些功能吸引了他们？今天，我们首先就来认识一

下“手机预约取现”、“手机号汇款”和“跨行快汇”。

手机预约 没银行卡也可取钱

老婆在逛街， 突然发来一条短信，“老

公，忘带钱包了，赶紧送钱来，急！！！”此时，

老公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 脱不开身。只

见他打开手机， 迅速登录工行手机银行，

选择“预约取现”和“预约申请无卡取现”

服务，并根据提示一步步操作。十几分钟

后，老婆发来短信，“钱取了，还没用卡。”

“手机预约取现”是工银移动银行的一

项亮点服务，客户登录手机银行后，根据提

示操作，在获取相应预约金额、预约码等信

息后， 就近找一家工行ATM就能无卡取现，

单笔上限1000元，每日累计5000元。

绑定手机号 汇款不再记账号

与同事、朋友之间转账，每次都要

确认账号，不仅繁琐，还担心出错；与生

意上的合作伙伴收付款，每次也要短信

告知账号。如今，用手机号汇款，就简单

多了。

只要你通过工行个人网上银行或手

机银行自助将账号与手机号绑定， 每次

收款时， 只需要告诉对方你的手机号就

行了。

跨行快速汇款 资金实时到账

忙碌了一整天，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到家，把自己甩进沙发里。正准备眯一会

儿， 猛然想起这期信用卡账单马上到期

了，去银行网点已来不及，楼下最近的一

家自助银行也要走10多分钟。怎么办？用

工行移动银行“跨行快汇”服务，坐在家

里就能办，资金实时到账，完全不必担心

账单逾期。

链接

川蜀之地，历经千年，深

厚的文化与风韵将其推塑成

了中国西南最为璀璨旖旎的

明珠，岁月悠久，在这里有无

数动人故事，五味齐全，滴滴

难舍。灵秀之地，佳酿之乡。

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正

坐落于此， 天号陈品牌作为

水井坊兄弟品牌， 是水井坊

公司的又一经典佳酿， 是公

司的核心品牌之一。 天号陈

品牌秉承“睿智坚毅、积极进

取、时尚完美”的品牌定位，

并以卓越品质呈献给广大的

消费者，鼓励时代新晋、商界

少壮派“直面挑战， 直到成

功”，而“天号陈·有志者事

竟成” 的品牌口号砥砺的便

是天号陈男人的品格与风

节，书写了“在路上”的有志

男人的不懈追求， 同样也是

天号陈品牌的不懈追求。多

年来， 经过水井坊国家级酿

酒专家们对天号陈酿酒工艺

的不懈整理和发掘， 数年的

深入研究， 终于破解和恢复

了古老而传奇的酿造工艺，

从而将古老工艺与现代科技

完美融合， 采用水井坊的百

年传世古窖池发酵，“以糟养

窖，以窖养糟，以糟养糟，糟

窖互养，窖泥滋润”，力求每

一滴酒都能馥郁醇厚， 再现

乾隆年间的盛世佳酿。

茛

日前，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携手普华

永道，为四川的中小企业主在成都开展了为期一

天的“释放财务潜力———中小企业财务管理论

坛”，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完善财务管理、优化财

务状况。在本次论坛上，针对四川中小企业普遍

关注的热点问题，渣打银行和普华永道量身定制

了实用的培训内容。

据介绍，渣打银行自2005年12月底进驻成都

起就设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团队。渣打的中小企

业业务增长率位居全国之首。

渣打银行华西区总裁、 重庆分行行长冯少

基先生和渣打银行中小企业理财部华西区总

监、 成都分行行长吴乃莘先生日前就中小企业

金融服务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成都商报采访。

成都商报： 渣打中小企业业务的门槛界定

是什么？

吴乃莘：

渣打银行把年销售额低于3亿元人

民币的企业定义为中小企业。其中，年销售额低

于人民币6500万元的，我们都算作是小微企业。

这个界定只有上限，没有下限。

成都商报：怎样拉近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距离？

冯少基：

渣打从来都不以卖产品为中心，而

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真正符合他们需要、有

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金融解决方案。比如，在网

点建设方面，除了传统的分支行服务模式，渣打

还通过专门的“企业金融中心”集中满足各类

企业的金融需要，通过“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专

门服务小微企业， 这些网点大多会在中小企业

集中的新区、工业园区。

成都商报：中小企业若想成功获得银行贷款

支持，在初创、发展过程中最应该注意哪些环节？

冯少基：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借款人和主要

股东的品行、企业还款能力以及发展前景，都直

接决定贷款金额和贷款利率。 银行在贷款审批

的过程中会对客户进行综合考查， 着重于两大

方面———量化分析与非量化分析。 其中非量化

分析是对个人信用度、 借款人和主要股东的品

行以及还款能力等进行分析。 需要贷款的中小

企业主，也不妨参照这些标准来进行改进，提高

自己企业的获贷能力。

成都商报： 渣打针对中小企业提供哪些互

联网金融产品服务？

吴乃莘：

Straight2Bank是渣打专门为企业打

造的“一站式”电子银行平台。该平台在推出初

期只是针对大型企业， 随后专为中小企业量身

打造了“简易版Straight2Bank”。

渣打还将套餐概念引入中小企业金融，推出

的“中小企业金融组合方案”将中小企业主最常

碰到的金融需求（即账户管理、现金管理、融资需

求）融合到四类标准的金融套餐中，中小企业客

户只要通过渣打的在线平台根据自身需要进行

一次性申请，就可以迅速享用金融大餐。

今年5月， 我们又推出了苹果iPad移动应

用———“逸商通SME”，以帮助中小企业主及其

高管快速掌控商业信息、行业动态及金融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吴宇宸

华夏银行30亿支持雅安灾后重建

多银行试点“以房养老”

70年房屋产权或成待解难题

中信银行养老按揭业务细则规定，计划累计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所抵押住房评估价值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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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提出，为完善养老投融资政策，将试点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再次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和热议。（本报昨日05版已做报道）

其实，在《意见》发布前，早已有金融机构

试水相关服务。 中信银行在2011年末就推出了

养老按揭业务，“凡年满55周岁的中老年人或年

满18岁的法定赡养人以房产作为抵押， 可以向

银行申请贷款用于养老”。

据悉， 中信银行养老按揭业务细则规定，

“贷款金额根据担保物价值和养老人养老合理

需要的资金确定， 计划累计贷款金额最高不超

过所抵押住房评估价值的60%，每月实际支付养

老金额不超过5万元。贷款期限根据借款人实际

需要合理确定，但最长不超过10年”。

另一家也有“以房养老”业务的银行相关人

员告诉记者，“养老按揭这块我们行是在做，但

这块业务展开好像不是很好。从去年开始做，至

今做成功的屈指可数。 推出养老按揭这块业务

后，我们发现客户群较少，且反应一般。这一代老

人还不太接受这种以房养老的方式，他们还是认

为自己的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比较踏实。”

但他表示，还是会将这个业务做下去，一方

面会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调研， 针对客户群的

需求来改进； 另一方面老人的思想应也会相应

有所改变，逐渐接受这种养老的方式。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 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

授赵庆明对记者指出，“对于‘以房养老’的推

行，我认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使用权限，目

前房屋产权只有70年，是有限的。随着房子使用

消耗越来越多， 那么剩余权利价值就在逐步减

少，也就使房子的价值在缩小。如果把房子抵押

给银行， 银行估值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如现在直

接卖掉房子，拿着钱去养老院划算”。

此外，记者还咨询了其他几家银行，相关负

责人都表示目前尚未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

保险”业务，不过国家既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

银行不久应该也会设计相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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