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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汽修招漆工学工13679018061

院校招生
●专本硕博学历经济工程职称
1年MBA,4年本硕连读4008974110

家教
●数学权威名师13980761168

空调修移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全自动麻将桌
●机麻扑克新方法15928607080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机麻扑克新产品1388094488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专业礼品定制
●专业喜寿碗订制13881990042

婚庆礼仪
●成都礼仪庆典15608023555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绿化·美化
●私家庭院、厂区绿化86634353
●私家花园★绿化养护62378236

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3337896专业疏掏抽87563444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防水·堵漏
●专屋厕堵漏水电粉刷87383928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办公一切二手1808045599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一切二手废旧13708024180
●收一切二手废旧13708024208
●收一切二手废旧18228011179
●收一切二手废旧13882069609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供求大串通
●长期大量收购地铁盾构机沙石
料,联系人:陈先生13882134567

汽车转让
●欧曼6.6平板车13076020656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专业资质、执照代理8627722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

启事
●成都武侯福兴医院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章和法人专用章遗失作废
●成都杰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国
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1
07771208598及营业执照正副本
510107000374669遗失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电化教育
馆电信话费发票 (发票代码25100
1370291号码01067703)遗失作废
●金牛区戢康明干杂经营部（税
号510106L37511907）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5100123140，发
票号码04422775-04422779）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邱严杰持有的荷花池中国电子
商城东1区6层111号房的购房合同
（0035）、预购收款收据13360、
13376遗失，特此声明。
●郭艳东持有的荷花池中国电子
商城东1区4层290、294、299、303号
房及东1区6层87号房的购房合同
（000673、0036）、预购收款收据
54753、13357、13377 及 13359、
13375和购房定位协议书遗失，特
此声明。

●王平蓉树园6-2-1501购房首付
款收据0001899 （88419元）、00
01826（20000元）两张遗失作废
●请杜远见报后七天内速回北星
巴士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
关事宜。

身份证遗失
●胡振东身份证5101221980
11112690于2014年7月12日遗失

汽车报失
●川AMD191白色歌诗图，车架号
LHGTF3855D8031934，发动机号
1031944于2014年6月19日在青羊
区琼楼路被盗。

房屋租售
●清盘住房1680元商铺3200元/平
商场3000元/平起13658059408
●售丽都路写字楼18086852427

●金堂蓝光别墅翡翠岭10栋1号
370平青白江中路商铺299－ 303五
间五层岀售15882131705

土地转让
●广汉13亩地拍卖13981068020

写字间租赁
●春熙路旁三楼整层写字间优价
出租500平米13550216287刘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营业房
●庆玲楼一号桥千余平86927793
●转60亩30年农庄13880048302
●租南门一层铺面18328527099
●卖眉山加油站15984301099

酒楼·茶楼转让
●红牌楼九峰国际商务宾馆转让
15680777755，15982346564
●武侯火锅茶楼转13880265056
●金牛区九里堤3000平品牌酒楼
转，租金超低13882074850
●宾馆营业房整售15828208929
●华阳河边茶楼转13388194043
●市中心酒店公寓18200127599
●优转玉林大型茶楼浴足袁先生
13808022050欧女士18628164007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总府路假日酒店对面北新街口2
楼700平商铺整转13881728637
●★高新西区2000平米盈利酒楼
低转或出租13693492500★★
●市内盈利KTV转让13348824083
●转石羊大型歌城15892781222
●茶楼急转、转租18280240243
●转簇桥320平浴足13668211393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
●金沙茶楼急转13908275461
●青白江旺大型餐饮豪装设施齐
15元/㎡出租18108089391餐馆转让
●交大餐旺600优转13880811196
●低转市中心火锅18302827058

●转宽窄巷子餐厅15198067664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红星路1000火锅13088005438
●耍都900平餐饮转15680107777
●翡翠天地精装餐饮店300平方
米优转带超大草坪15882429212
●川医附近面馆转15882053497店铺
●内双楠200多平米餐饮旺铺出
售13558811177
●1800商铺招商售18081097981
●售光华村仁和春天对面及罗马
假日临街旺铺18086852427
●低转或承包双流城中心2000平
精装歌城口岸佳13709062136
●购高新带证网吧13547854591厂房租售
●龙泉经开区汽车产业园70亩厂
房 出售（拒中介）13308048563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十陵厂库房出租13518136888

●售广汉标准厂房85266863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仁寿视高工业园厂房租售
1.5万平带5T行吊18583830557

●郫县工港1万平租13551183556
●邛崃羊安工业园区26000平方
米标准厂房出租13808025258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15928543496投标保证金合作
●邛崃临邛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
电话13882157830,4008326898
●成都郊县教育地100亩以上寻合
作15928970675
●钣金厂合作转让18081097981
●一环路优质住宅地转让及青城
山地售或合作13982123820
●武侯外双楠交界22亩商住地股
份转让或合作13658098219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职业学校转让或联营86277110

●建筑工程总包及装修寻垫资抵
房其他形式分包13348950679
●新能源电暖招商合作85089983

园林转让或合作13882289869

●本公司现有多个土地项目，寻
合作、转让13880850889

长期以来，工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积极关注周边

高科技优质企业，当了解到该企业的情况，立即组织

人员进行实地调查。

经过研究， 工行认为维纳软件公司虽然缺乏可

抵押的固定资产，但管理层学历高、有技术，且拥有

雄厚的教育培训师资力量、专业技术培训体系、培训

质量控制体系及强大的服务外包开发团队和经验丰

富的整体解决方案队伍， 这都是优秀科技型创新企

业的必备素质。

中小科技型企业是保持经济活力不可或缺的力

量，且这类客户发展前景好，对银行的忠诚度也高。经

过综合评估，工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认为，成都维纳软

件符合担保公司的准入条件， 遂立即与合作的担保公

司联系，迅速对客户进行进一步的评估、担保，“这也是

为这类客户最简单、快捷的融资手段。”

考虑到对方当时对资金需求很急迫，工行四川省

分行营业部对从受理到审批的多个环节实行 “多管

齐下”，通过全流程优化管理，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内

部流程， 仅仅用了短短一个星期就为成都维纳软件

有限公司成功发放了贷款， 让后者顺利实现了软件

投产。

该公司负责人称，工行的这次融资解决了企业发展

初期的燃眉之急。经过两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发展成

为以成都为总部，在北京、大连、东京、冲绳等地设有分

支机构， 拥有一个平台公司和十余个下属专业公司，业

务涉及教育人力资源服务、IT事业运营、 平台综合服务

的高科技型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为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

工行用最简单

最有效的办法

在成都南门的天府软件园里，驻扎着许多高科技企业，成都维纳软

件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如今，这家由一批留学归国的学者与国内

资深软件专家创办、成立仅5年的企业，已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平台公司

和十余个下属专业公司， 业务涉及教育人力资源服务、IT事业运营、平

台综合服务，辐射北京、大连、东京等地的高科技公司。

“如果不是两年前工行给予的一笔紧急贷款， 公司估计不可能发展这么快。”近

日，成都维纳软件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年前，公司急需300万元

资金启动科技研发，因为没有合适的资产做抵押，很多银行都拒绝贷款，“最后还是通

过工行引荐担保公司，才顺利贷到款，解了燃眉之急。”

科技行业瞬息万变，竞争激烈，倘若一步跟不上，可

能就步步跟不上。近日，成都维纳软件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公司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与行业同步，尤其

是在软件开发上，否则就极有可能被竞争者的产品捷足

先得，继而丧失市场竞争力。

2012年，该公司成立时间还不长，当时急需一笔资

金开发软件，以期为企业未来开辟一条平台综合服务线

路， 丰富企业的合作领域。“当时我们有600余万元应收

账款。”上述负责人表示，急需300万元资金启动科技研

发，且公司已与客户达成合作意向，一旦成功实现服务，

将为公司带来1500万元的营业收入，“300万元看似不

多，但确实很急人”，如果不能把握住，客户可能就流失

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

据介绍，维纳软件公司曾尝试找过几家银行，但都

碰了壁。“人家开口就问我们有多少抵押物。”该负责人

称，公司本身就是一家成立才3年左右的科技型企业，技

术力量强， 但没什么实体资产， 难以提供给银行抵押，

“这也是众多中小科技型企业的通病”， 最终只好不了

了之。

300万资金缺口 差点错失市场竞争力

担保公司出面 300万贷款一星期到账

■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都市利息

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品信金融开通的绿

色通道，客户凭全款房当天就能拿到钱，并享受银行

利息。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品信金融根据最新

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 银行贷款

利率低至5厘，最快一天放款。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

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限高达30年，

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150%。而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

放款更快。距成功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

办理、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购买了商业保险就

可以办理贷款。免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

银行利息。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客户

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部分银行不能

正常贷款，或者客户因为贷款利息太高无法接受。品信

金融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

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品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合

同房或者是车辆登记也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 而且

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方便快捷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押房（含住宅、商铺、办

公）土地、汽车贷款担保申请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

企业和个人贷款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

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 她面临

300万的资金缺口。通过朋友介绍，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

融贷款热线：86203336，当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过

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品信金融又追加了100万元

贷款，仅仅一天她就轻松拿到了这笔贷。

（文

/

张蒙）

品信金融专栏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

利息，省钱又轻松呢？位于

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

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

融专业贷款机构表示，想

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往品

信金融了解， 也可以拨打

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

询。同时，笔者与品信金融

总经理杨总探讨了贷款难

等焦点话题。

飞天茅台下破900元

相比去年已跌4成

五粮液、国窖1573跌破700元,高端白酒去库存难

夏日炎炎，白酒市场雪上加霜。记者昨日走访了

解，53度飞天茅台价格已跌破900元， 五粮液、 国窖

1573的售价也跌破700元。白酒专家表示，高端酒价格

下行压力仍然很大，较长时间内仍将处于低谷。

老板自陈不敢放太多存货

进入夏季高端白酒市场依然低迷。昨日，记者走

访成都多家酒行、 商超了解，53度飞天茅台价格已跌

破900元， 低于1159元的零售指导价。 相比两年前逾

2000元的高价，已砍去大半。而相比一年前1600元左

右的价格，跌幅约4成。

宏济中路一家红旗连锁超市，53度飞天茅台为1298

元。 相邻不远的舞东风超市里，53度飞天茅台标价1098

元。而在庆云西街1919酒类连锁超市里，53度飞天茅台会

员价为959元，江汉路一家酒行则已低至850元，老板黄先

生表示，现在高端酒难卖，店里已不敢放有太多存货。

在官方自营店，茅台还在坚守1159元/瓶的“价格

底线”。而在中酒网、酒仙网酒类电商平台上，记者看

到，飞天茅台价格无一不跌破900元。酒仙网上，会员

价899元，中酒网上促销价格低至875元。1号店的一家

电商贵州茅台标价为887元，同时还另送红酒一瓶。

高端白酒市场还未见底

另一被称为业内价格标杆的酒品五粮液，价格同

样低迷。在庆云西街1919酒类连锁超市，记者看到52

度水晶瓶五粮液标价为710元，而销售人员表示，若要

的话能给到659元每瓶。记者走访多家商超及酒行，目

前市面上的52度水晶瓶五粮液价格集中在630元~710

元之间，低于729元的零售指导价。

今年5月， 五粮液对相关产品进行了大幅降价。其

核心产品52度水晶瓶五粮液的出厂价从此前每瓶729

元下调到609元， 零售指导价也从单价1109元降至729

元，降幅达34%。此外，泸州老窖的国窖1573也已修正

价格，出货价格也下调超30%，终端价格下调至800元

以内。记者走访发现，多处国窖1573价格已跌破700元。

白酒专家肖竹青昨日表示，目前高端白酒正处于

市场低谷，并且尚未见底。他表示，目前环境下，高端

白酒的客户群已经发生变化， 以前以政务消费为主，

现在则变为个人消费为主。同时，市场上高端白酒供

大于求，这些因素都迫使相关产品作出价格调整。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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