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央视财经频道、 成都市委宣传部共同

主办，成都商报承办的“中国创业榜样”成都

站决赛正如火如荼进行。近来，成都商报热线

也接到不少来自创业者的电话， 表示希望了

解成都对创业者的扶持政策。 成都商报记者

专程打探得知，2013年成都市出台了多项政

策支持创业。 记者梳理了创业者最为关注的

几项内容，供大家参考。

成都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凡国家法律法规未禁

止的行业和领域，一律向各类创业主体开放。

对用自有住房者从事电子商务、软件开发、设

计策划等经营活动，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依法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证明的前提

下， 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后可以将其住所申

请登记为经营场所。另外，对符合条件的创业

主体，免收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

性收费。

毕业5年内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申请

小额担保贷款成功后， 由政府给予100%的贴息

支持，但其总额不超过1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

根据实施细则， 具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

力的高校毕业生 （含非本市户籍， 毕业5年

内）可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居民身

份证》、创业项目说明、场地证明等有关材料，

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就业社保服务站提出申

请， 按规定程序向经办金融机构申请小额担

保贷款。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成功后，由财政部

门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基本利率给予100%的贴

息支持，其贷款总额不超过10万元、贴息期限

不超过2年。

在蓉高校毕业学年组织有创业意愿的在

校生参加创业培训的， 根据实际培训学生人

数，按不超过当年毕业生总人数10%的规模享

受创业培训补贴。

根据成都市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若干政策，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在

市域内自主创业、 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持续

经营3个月以上的， 由政府给予10000元的一

次性创业补贴；持续经营1年以上的，再给予

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严薇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祝迅

）日前，媒体报

道，浙江出现病死甲鱼骨流入中药材市场的

问题。针对病死甲鱼骨通过地下产业链流入

中药材市场的现象，四川省食药监局昨日发

出通知，要求各市（州）食药监局要加强对

辖区内鳖甲药材的产地加工生产监管，严格

遵守质量控制标准，严防病死甲鱼骨等病害

原料流入中药材流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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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4亿备案金额创历史新高，实际销售150亿蓝光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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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成都楼市“销冠之争”可谓

异常激烈。2012年成都楼市销冠是保利

地产，2013年销冠会不会易主？ 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蓝光的强势发力已经引来

地产界的讨论，甚至全国同行也都开始

关心成都的“战事”。或许正是受到外

界的高度关注，成都本地权威机构透明

房产网在新年第一天就高调发布2013

年成都房地产销售排行榜，蓝光以绝对

优势加冕成都“楼市销冠”，2013年成

都楼市“销冠之争”终于水落石出。

透明房产网表示， 本次年度销售榜

单数据，均以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

间房管局的备案数据为评定标准，统计范

围为全域成都。 蓝光地产2013年全年房

管局销售备案数据为112.94亿元。 蓝光

夺冠同时意义重大， 这是成都首次诞生

百亿级房企，而且蓝光远远甩开对手。

“其实成交数据还远不止112.94

亿， 还有大量已经销售但还没在房管

局备案的销售量没有统计在内， 实际

上截至2013年12月24日， 蓝光地产在

成都的销售金额已经突破150亿。”蓝

光有关人士表示， 因为蓝光2013年举

行了多次优惠促销活动， 其中还有大

量分期付款目前难以在房管局备案的

销售合约， 根据蓝光自己对成都楼市

的跟踪统计，蓝光2013年150亿销售已

是遥遥领先对手。

2013

年

10

月

2

日

,

成都房交会现场，蓝光展区人山人海

年底是公布期末考试答案的时间，

每个考生都忐忑不安等待最后成绩。年

底各大房企的成绩不容作假，而且各大

房企成交多少互相之间也是高度关注，

就成交量而言这在地产业界不算秘密，

房管局备案系统、第三方市场调查公司

等都有实时监控。无论之前口水战打得

如何激烈，最后出炉的销售数据都将让

真相水落石出。

强将手下无弱兵， 蓝光旗下无弱

盘，每个项目都很给力，这最终确保蓝

光夺得150亿销量， 把竞争对手远远抛

在身后。从“全域成都单盘销售排名前

十强” 中不难发现，“单盘备案面积十

强”名单中蓝光花满庭2期、幸福满庭

两大项目入围， 而 “单盘备案金额十

强”名单中蓝光更是占据三个名额，空

港国际城、COCO时代、 锦绣城蓝光三

大项目成交占据了十强总销售金额的

五分之一还多。

此次蓝光住宅和商业的表现旗鼓

相当。在“全域成都住宅销售排名前十

强” 中， 前三名蓝光就包揽冠军和季

军， 蓝光花满庭2期以销售备案2874套

名列第一，蓝光幸福满庭以2667套名列

第三。而在“全域成都商业地产备案金

额排名”上，蓝光空港国际城以8.63亿

元名列第二，备案销售面积高达4万平

方米。而在“全域成都办公销售排名前

十强” 名单中， 蓝光空港国际城以

13.22万平方米夺得第三名。

2013年， 蓝光地产在成都可谓是

住宅商业双丰收。 除了蓝光空港国际

城近年来持续领跑成都商业地产界

外，蓝光的社区商业红街、耍街成交也

是屡创新高。而在住宅领域，蓝光每个

项目几乎都是各自区域的销冠： 幸福

满庭是整个大城西的销冠楼盘、 花满

庭2期在整个北3.5环区域销售持续领

先、COCO锦绣去年以来就一直是整

个东3环最热销楼盘、COCO时代更是

建设路住宅的代名词。

业内人士指出， 除了像COCO国

际、金双楠这一类2013年第四季度开盘

项目外， 蓝光2013年在售项目实际成交

大都超过10个亿， 这在成都楼市历史上

可谓前所未有。据悉，蓝光目前正在筹划

一场盛大的业主回馈活动。届时，2013年

诞生的两万多户新蓝光业主将参与13辆

宝马MINI幸运大抽奖，蓝光本次活动也

将创下成都楼市有史以来最为盛大、参

与业主人数最多、 奖品价值最高的业主

活动。2013，成都销冠———蓝光注定载入

成都楼市史册。

（李杨）

如果按照蓝光公布的实际销售金额，

全年150亿成交将是一个异常“恐怖”的

数字。如果平均一套房子售价70万元，150

亿销售金额就意味着蓝光全年卖出至少

约2万套住房。 根据四川中原地产的数据

统计，2013年前10月成都主城区商品住宅

市场共计成交了8.5万套， 业内人士预估

2013年成都总成交套数约为10万套左右，

这就意味着蓝光占据成都市场20%份额。

还有一种计算方式。 同样来自四川

中原的数据统计，2013年前10月成都主

城区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为916万平方

米， 初步估计全年成都成交面积应该在

1100万平方米左右， 如果按照每平方米

目前七、八千的平均价格水平，成都主城

区2013年商品房住宅总成交金额在1000

亿元左右。蓝光全年成交150亿，也就意

味着从成交金额计算， 蓝光有可能占据

成都15%左右的市场占有率。

蓝光2013年交出150亿楼市答卷可

谓标志性事件，2013年成都全年销售金

额突破100亿的或将不止蓝光一家房企，

可见成都楼市市场份额正在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向品牌房企高度集中。业内人

士分析，百亿房企的出现一方面代表着

成都楼市数量级的提升，同时更标志着

市场话语权、影响力都开始向强势品牌

汇集，成都楼市“马太效应”加剧，成都

楼市这块大蛋糕将被重新切割。

对于成都诞生百亿级房企以及围绕谁

是销冠的争论， 从上周开始就已经成为成

都楼市的新年焦点话题。上周二，地产圈内

人士开始在网上激烈讨论谁将成为2013年

成都楼市销冠话题。当天夜里9时，成都地

产圈内的微博、 微信里开始传出成都蓝光

2013年实现150亿销量的信息， 很快不少

“大V”也参与转发。

2013年12月26日一早，新浪乐居网发布

了一则《成都诞生百亿房企，大房企抢地预

演2014楼市》的市场动态，其中引用了国内

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提供的数据， 该数据

显示了2013年1月到11月成都房企备案销售

金额排名，其中蓝光地产以106.16亿备案销

售金额暂列成都第一， 蓝光也是截至11月

备案销售金额唯一突破100亿的房企。

前11月数据始终不能代表全年， 业界

都在期待最后的权威统计数据出炉。2014

年元旦节， 成都透明房产网当天上午第一

时间发布全年统计数据， 蓝光以112.94亿

元的备案成交金额最终夺魁。“排除掉国

内个别非充分竞争地产市场， 成都已经成

为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之

后， 又一个诞生全年百亿级销量房企的城

市。”圈内人士在微信朋友圈内发表感叹，

成都楼市平均房价远比不上北上广深，但

是2013年能够诞生百亿级房企就已说明成

都巨大的楼市潜力， 而且这也势必令国内

地产巨头更加注重成都市场。

蓝光夺冠毫无争议,

权威数据终结销冠之争

销冠之争异常激烈，

成都楼市向一线城市看齐

蓝光占据15%市场份额，

楼市“马太效应”加剧

住宅和商业,

150亿销售真金白银

蓝光

coco

金沙销售持续热销

数据透视

2013

年

12

月

15

日蓝光抢房会，火爆的

COCO

国际销售现场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王楠

）1日凌晨，我市

营改增试点纳税人之一的成都铁路局成都车

务段开出了全市铁路运输业第一张货物运输

业增值税专用发票。随后，该车务段又开出了

全市铁路货运客运场站服务的第一张增值税

专用发票，标志着从1月1日起，我市营改增扩

围试点工作成功启动。

市国税局介绍，此次营改增扩围将铁路

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试点，至此，交通运

输业已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截至2013年12

月31日，经国税部门实地调查核实，全市已

确认有276户纳税人属于此次营改增扩围试

点范围，其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64户。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祝楚华 实习生 余梦

洁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环保部日前印发

了 《2014年国家重点企业名单》， 全国共

14410家企业“上榜”，其中四川有611家，成

都有96家。 这些重点监控企业的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大约占全部工业企业排放量的65%左

右，环保部门将通过在线监测、比对监测以及

执法检查等多种措施对其加强监管。

上述名单将14410家企业分成废气企业、

废水企业、污水处理厂、重金属企业、规模化

养殖场（小区）共5类，其中废气企业全国共

有3865家，四川有126家，成都有8家。成都的8

家废气国控企业分别是： 成都威斯特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国

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明达玻璃（成都）

有限公司、四川和协电力有限公司、达尔凯三

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都江堰拉法基水

泥有限公司、四川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成都多项政策支持创业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可获贴息

成都8家企业列入废气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链接】

5强选手

即将实景战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汪玲）

由央视财经频道、成

都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

成都商报承办的“中国创

业榜样”成都站决赛将于

1月11日正式开始，本周末

5强选手将先期实景商战，

比比谁更具商业头脑和营

销实力。 本周日，5位选手

将兵分两路， 一组走进锦

里，一组走进宽窄巷子。央

视导演组将现场向选手们

发布一个商业任务， 选手

们需现场利用当地环境完

成。 而选手们这一天的表

现也将在1月11日决赛当

天播放，供评委评判。

我市开出首张铁路企业营改增发票

加强监管 严防病死甲鱼骨流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