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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贷投资专栏

民间借贷常常遭遇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快贷投资）依靠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团

队执行能力， 能够实现30分钟内从45家合

作银行中为客户匹配最合适的融资方式，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最快一天放款。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前往位于成都金牛区西

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心， 也可拨打快贷便

民金融热线66623666咨询。

■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7

厘 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名希望贷款

的客户正在听该公司总经理何娟讲解最新

的银行政策。据了解，合作银行专门为快贷

中心配备了放款额度，能保证顺利放款。同

时， 快贷中心还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最低至5.7厘的贷款利息，品种有随借

随还、5年先息后本、

住宅可放大 150%、

商铺可放大 100%。

在实际业务中，个别

客户因为征信、抵押

物等问题，在部分银

行不能正常贷款，快

贷中心会根据客户

的实际情况，在45家

银行中设计匹配出

最佳的贷款方案，最

高可以贷到 150%，

不足部分可通过办

理大额信用卡等方

式解决。

■

按揭房、按揭车也

能贷 手续简单

需要资金的人

如果有按揭房或者按揭车， 在快贷中心

当天就能拿到钱。并且最高额度可达200

万元，不需要做任何抵押。据介绍，快

贷中心也可提供短期应急贷款， 有速

度快、额度高、方式灵活等特点，最快

半小时就可放款， 额度最多可达评估

价的100%。

■

无抵押轻松贷款

200

万 额度高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按

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合同证明

和稳定工作的凭证，就可享受由快贷中心

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3天就能拿到

贷款。在快贷中心大厅，笔者遇到了做杂

货生意的周先生，他希望扩大门店，但不

知如何解决启动资金。通过朋友介绍，周

先生打通快贷VIP热线 028-66623666，

当天下午就凭借按揭车手续贷了30万

元。通过实地调查周先生的经营门店，快

贷中心又追加了30万元贷款， 而且利息

优惠了很多。

（文

/

张蒙）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昨日公布了我国首批5大

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投资示范项目清单，包括

北京地铁16号线、深圳地铁6号线、内蒙古西至华

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30个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应

用示范区，以及陕京四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四川

霍曲河雄美水电站等80个项目。

首批推出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涵盖

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24项，3G和4G

移动网络、大容量传输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民营企业宽带接入

网、数据中心、移动虚拟运营试点项目，重大水

电、风电、光伏发电等36项清洁能源工程，油气

管网及储气设施10个项目， 现代煤化工和石化

产业基地等8个项目方面。发改委要求有关部门

和国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以

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及营运上

述项目。

发改委在发给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

源局、各省份及计划单列市、中国铁路总公司，以

及相关国有石油、电网、电信公司的通知中强调，

80个项目中，对于已开工建设和基本明确投资者

的项目，应加快建设营运进程，或加快推进前期

工作，尽快形成示范效应。

发改委的通知强调，“有关项目业主要强化

市场主体责任意识，依法经营，努力把项目建成

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营运的样板工程。”

新华社

四川霍曲河雄美水电站等80个项目

入围首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示范建设项目清单

吃完结账

才被告知这顿免单

去年9月，海底捞通过一条微博宣布了

进军成都的消息，“我公司在成都的首家

店铺已经签约……”此时，这家起源于四

川简阳的火锅企业已在全国发展19年，甚

至开到了美国。然而，除了在简阳有一家店

外，海底捞在四川市场迟迟未有动作。

5月15日，9个多月来一直挂着装修围

挡的海底捞成都店悄然开始试营业。当

晚，成都市民罗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在这

里吃了第一餐。据罗女士介绍，由于当天

店内还没有通气，她们用电磁炉吃完第一

餐，口味还行，而让她印象最为深刻的还

是始终热情服务的店员，“吃完买单，他们

竟然告诉我们免单！”

据悉，海底捞此前始终未对试营业进

行公开宣传，也许正是其在试营业期间的

部分“免单”优惠，让尝鲜的市民享受到

了额外惊喜。在新浪微博上，不断有成都

市民闻讯前去体验，并在“免单”后发布

微博，为店家免费宣传了一把。

两千余平方米

餐厅将24小时营业

昨日下午3时，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

于阳光新业6楼的海底捞门店。刚出电梯，

一位迎宾就微笑上前， 递上了一杯酸梅

汁。记者以顾客身份询问能否就餐，店员

称可以，由于还在试营业，顾客还能享受

到菜品8.8折优惠。

步入2000余平方米的店内，虽然早已

过了饭点，仍有4桌顾客埋头用餐，更多店

员则收拾着中午留下的餐桌。据店员们介

绍， 餐厅共两层， 设有85张餐桌和9个包

间。在店员郑伟处，记者求证了前两天试

营业期间的免单优惠，他表示，虽然没有

进行宣传，但已经有很多市民口口相传前

来就餐，几乎每天都能将店内坐满。目前，

海底捞成都店共约200名工作人员。

和其他城市的海底捞一样，成都店也

将实行24小时营业。

尚未正式营业

已有人排队美甲

让顾客无可挑剔的服务， 历来被认为

是海底捞不断扩张的秘笈。昨日下午，在记

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订餐期间，陆续有市

民前来订餐，甚至专门前来参观。

在海底捞独特的“服务区”内记者看

到，两位美甲师正埋头工作，即便不是饭

点， 这里也等候着4位准备免费美甲的市

民。记者身旁两位女子并未就餐，同样享

受到了美甲服务。据店员介绍，海底捞为

顾客提供免费擦鞋、美甲、手机膜贴等服

务，一些甜点和饮料也是免费的。

几分钟后，记者离开海底捞，一位女

店员远远跑上前将记者送到电梯口，虽然

记者并未就餐和订餐，店员依然送上一份

礼物，塑料袋内装着一张优惠卡、一包海

底捞火锅底料、一小包瓜子。

众口难调

店员称开发了本地锅底

其实，早在去年与阳光新业签约入驻

时，海底捞的回归就在成都市民中引起了

讨论。 有人认为海底捞的口味更适合北

方，在爱吃麻、辣的四川，海底捞的味道被

接受或许并不容易。

对此，海底捞成都店一位工作人员昨

日表示， 为了适应四川群众的麻辣风味，

成都店开发了独特的火锅底料，将更适应

四川口味。和四川其他火锅店一样，海底

捞的火锅底料也将单独收费， 不同底料价

格也不同。 但究竟改良后的底料能否迎合

成都市民，这无疑还有待成都“好吃嘴”的

检验，通过大家的舌尖去投票。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吴坚 摄影报道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7

全球93家直营店

四川此前仅一家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从

简阳一家只有4张餐桌的

麻辣烫小店起家，20年来

步步为营， 在全国24个城

市拥有91家直营店， 并开

到了新加坡和美国。今年4

月，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

《2013年中国餐饮百强企

业分析报告》显示，四川

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位居第三， 也是唯一进入

前十的四川企业。

成都美食之都促进会会长何涛表示，餐饮行

业协会欢迎海底捞回归成都。多年来，海底捞在

全国打下了名气，此次回归，其先进的企业文化、

管理制度、中央厨房等都将促进本地餐企竞相学

习和发展。针对海底捞的味道是否更适应北方而

不适应四川，何涛认为，他相信一个大型餐企会

根据当地口味而不断调整，赢取市场。

四川美食家协会副会长麦建玲也认为，除了

口味，海底捞更为人称道的是其“增值服务”，每

家做大做强的餐饮企业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或

许类似免费美甲、擦鞋这样的服务就是海底捞具

备的优势，别人无法提供。同时，据她所知，海底

捞也在成都开发了新锅底，她相信随着海底捞的

不断调整，会有更多成都市民成为它的粉丝。

低调签约入驻，低调开门迎客。在9个多月的筹备之后，成都首家海底捞火锅终于露出

了真面目。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位于一环路东五段阳光新业大厦内的成都首家海底捞火锅

店已于近日试营业，虽尚未对外宣称正式营业，但这里的90多张餐桌几乎天天坐满，甜点

区、儿童乐园、露天茶座也常常迎来专门参观的市民……甚至出现市民排队美甲的场面。

专家：海底捞回归 将促进本地餐企发展

开业

规模

服务

味道

新闻背景

糖业今年亏损将破百亿

收储政策难解行业困局

近日， 中国糖业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贾志忍在“第六届中国糖业经济30

人高峰论坛”上称，去年中国糖业亏

损31亿元， 预计今年全行业亏损将突

破100亿元。

随着全球糖业步入增产周期，食

糖价格持续下跌，2012年以来大部分

制糖企业食糖售价始终在成本线下运

行，亏损严重。在此情况下，白糖企业

盼望出台“救市”政策。日前，国家五

部委预计启动300万吨的白糖收储计

划得到商务部相关负责人的确认，但

此举对白糖市场的实际效用， 行业人

士持悲观态度。

昨日（5月21日），卓创资讯白糖

分析师郭兆庆对记者表示， 商务部收

储白糖的举措可以起到补贴白糖企业

的作用，但对糖价并无太大提振。“商

务部本意在于补贴企业而减少市场上

的白糖供给量， 但由于白糖实际还存

在企业仓库里， 一些厂家考虑到保质

期的问题往往并不会等半年后才出

售，这样市场上依然供大于求，糖价也

难企稳回升。” 要对糖企产生真正的

利好，郭兆庆认为，后期白糖的临时收

储会逐步取消， 糖厂根据市场行情定

价，政府再对农民进行直补，“这样才

能真正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详见《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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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

财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

售。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昨日下午在海底捞成都店等候美甲的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