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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专栏

日前，笔者从成都锦城个贷中心获悉，今年一些商业银行

无款可放的情况仍有增无减。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

又轻松呢？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拨打个贷金融便民热线

86748844，免费享受私人订制融资方案咨询。

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银行利息

5

厘专享

该中心韩学表示，受余额宝模式影响，个贷中心致力打造

首个西部金融贷款超市“个贷金融汇”———整合全川60多家

银行优势，让普通老百姓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针对银行要求

各不相同， 个贷中心根据最新银行政策推出低于同期银行利

率20%；银行贷款利率8折；最低5厘的贷款利率。品种有随借

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方案，年限高达30年，住

宅商铺放大150%，且一抵双贷，通过个贷中心VIP通道还可办

理10年先息后本。随借随还：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

无任何利息：想借就借，瞬间到账；想还就还，帮你省息；一次

办理，反复使用，让资金利用率最大化。

按揭房也能办贷款，手续简放款快

“只要你有按揭房，就能凭借月供办理无抵押贷款放大

100倍，放款快，额度高。而且用车辆贷款利息还能低至3厘多，

贷款不足还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弥补。 而且单独凭借个人工

资也能贷款。”个贷中心业务主管刘湘介绍说。个贷中心开通

的VIP通道凭借合同房也能办理利息5厘5的银行贷款、 而且

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方便快捷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应急贷款，当天到账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房、抵押房（含住宅、商铺、办

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应急贷款，速度快，半小时能拿到钱，

额度高达100%，方式灵活。在个贷中心大厅，笔者看到心急火

燎赶来贷款的陈女士，通过业内朋友介绍，陈女士拨通了个贷

中心7×24小时

一站式贷款便民

热线：86748844，

当天中午就凭按

揭合同房贷到了

80万元。

（文

/

张蒙）

出国旅游、商务考察、探亲访友……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材

料和流程，以及可能的语言障碍，办理出国签证让不少人感到

很头痛。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获悉，该

行“中银签证通”业务已正式上线，客户通过手机微信，足不

出户就能办理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签证。

据了解，“中银签证通”是中国银行特色个人跨境业务品

牌“中银尊享跨境通”旗下，一款面向跨境客户精心打造的签

证代办服务。客户可通过“中国银行信用卡”或“中国银行微

银行”微信公共账号或中国银行网点，一站式办理美国、加拿

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

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西班牙、马尔他、希

腊、南非和柬埔寨等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签证。未来，可签证

国家或地区还将进一步扩大。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相比自己辛辛苦苦办理出国签

证，“中银签证通”具有三大优势。

一、很便捷。客户可通过中国银行官方微信（“中国银

行信用卡”或“中国银行微银行”）或中国银行网点等三大

渠道提交签证申请，签证服务专家将免费为您把关、预审申

请材料，您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微信查看签证进程，材料预

审通过后再交费。据了解，支付签证费只需任意一张中行借

记卡或信用卡，即可在微信端或网点轻松完成支付。

二、信誉好。所需纸质申请材料，客户可交到开通了签证

通服务的中行网点，签证办妥后中行将替您邮寄到家，中行百

年品牌和信誉值得信赖。

三、一站式。办理签证的同时，客户还可通过中国银行出

国金融服务，一站式办理外币兑换、存款证明和国际信用卡等

业务，多快好省地完成出国必备手续。

据了解，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还将不断优化、扩展出国服务

范围， 延展跨境

业务链条， 尽心

竭力为您的出行

保驾护航。 中银

签证通， 出国享

轻松。

（文

/

杨斌）

足不出户 中行为你办妥出国签证

个贷中心专栏

成都个贷———银行贷款利息最低5厘

继2010年的暴涨之后，“姜你

军”卷土重来。

根据新思农发布的7月21日的生

姜价格监控数据，全国的生姜价格早

已“破十”，目前均在每公斤13元的

水平之上，更有甚者，北京丰台区岳

各庄的生姜收购价已经达到了17元/

公斤的价格，高于2010年生姜批发价

格高涨时16元/公斤的价格。

卓创资讯分析师张敏在接受《每

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今

年10月份新姜成熟之前，价格有持续

上涨的态势，新姜成熟后，才会有所

缓解。

生姜价格创10年新高

目前，生姜价已经涨到了10年来

的最高点。

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莱州

优质水洗鲜姜批发价13.4~13.6元/公

斤，莱州优质风干鲜姜批发14.8~15元

/公斤；昌邑优质水洗鲜姜批发价15.4

元 / 公 斤 ， 优 质 风 干 鲜 姜 批 发

16.2~16.4元/公斤。

而根据猪价格网监控出的数据

显示， 生猪价格甚至比生姜价格还

要低。 本周全国出栏肉猪平均价格

（瘦肉型、良杂、土杂猪的均价）为

13.12元/公斤，7月21日瘦肉型猪已

涨至13.7元/公斤左右， 良杂猪涨至

近13.2元/公斤。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

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与2月8日相比，

截至目前， 生姜全国日均价上涨了

43.7%。分地区来看，全国各省（区、

市） 生姜价格均上涨， 其中云南、广

西、江西、四川、重庆价格涨幅居前，

在78.9%至139.3%之间。

供不应求短期难回落

公开资料显示，山东是我国的种

姜大省，2010年生姜价格暴涨曾引发

农民种姜热， 直接导致2011年、2012

年生姜价格走低，到了2013年，很多

农民不再种姜，生姜种植面积大幅度

缩小。

而在2013年5月， 有媒体报道山

东有农户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

植生姜，导致生姜价格出现暴跌。

“今年秋天新姜上市之前，这种

状况很难改变”，张敏表示，在9月份

之前，生姜价格还会大幅上涨，直到

10月份新姜成熟，才会有所缓解。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郭梦仪

“姜你军”重现

批发价创10年新高

分析师认为，在今年10月份新姜成熟之前，价格或难以回落

成都龙泉驿聚和果蔬菜交易中心生姜价格走势（单位：元

/

公斤）

制图 王珏菲

除了资费问题，影响运营商4G发展

的还有一些关键因素， 比如网络覆盖、

手机终端和售后服务。

目前，中国移动TD-LTE基站数量

已经超过40万个， 网络服务遍及300多

个城市。中国移动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

建设50万个基站。而中国电信目前只开

通了上海、成都、南京、合肥、石家庄、郑

州、南昌、南宁、深圳、杭州、重庆等16个

城市的4G手机服务。

在手机终端方面，因为中国移动的

大力推进，围绕TD-LTE的产业链成熟

度远超预期。 据中国移动6月中旬透露

的数据，中国移动4G手机终端销售1890

万，款式也超过了300款。而中国电信的

4G手机终端销售则相对较少。

今年5月28日，工信部电信管理局核

发了最新一批电信设备进网许可证（含

试用批文），其中首次出现了8款支持中

国电信的4G手机。近日，又一批大约9款

机型支持中国电信的4G手机将上市。

从价格来说，中国电信的手机因为

制式问题价格相对较高，而中国移动主

导的五模十频自主品牌手机已经降到

千元以内。

可以说，中国电信的4G业务才刚刚

起步，而已经抢跑半年之久的中国移动

已经在网络覆盖和终端上站稳了脚跟，

如今已开始进入软性服务竞争阶段。

近日， 中国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出包括持续加强4G网络建设、降低4G

资费门槛、 实施清晰透明的订购收费、

大力治理垃圾信息等六项服务承诺，以

加速用户从2G和3G向4G网络转移。

不过，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在

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电信目前主要的发力方向是混

合所有制改革，将旗下的基地进行公司

化运营，引进外部战略资本，因为传统

电信业务已经从语音和短信转移到了

流量、多种业务经营，这才是未来发展

方向，而不是与中国移动在用户的红海

市场进行抢夺。

日前，中国电信宣布将引入中文在

线、凤凰传媒、新华网作为天翼阅读的

战略投资者， 出让天翼阅读20.7%股权

获取1.39亿元资本。此前，中国电信还为

旗下的炫彩互动引入了顺网科技和文

化基金等外部投资者。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孙卫涛

4G落后半年 中电信流失534万移动用户

中国电信表示，主要原因是竞争对手推出LTE服务及加强营销推广，加剧市场竞争

刚刚获得FDD实验网牌照的中国

电信在市场竞争中尚处弱势。

近日， 中国电信公布了6月份及上

半年的业务运营数据，6月份公司移动

用户减少98万，上半年累计减少534万。

而中国移动的4G发展正在加速。

中国移动公布的数据显示， 仅6月份公

司新增用户583.4万，4G用户目前已达

1394.3万。

不少业内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表示，中国电信刚刚获得FDD实验

网牌照，其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

7月21日，中国电信发布2014年6月

份运营数据，当月公司移动用户减少98

万，累计达1.8024亿；当月3G用户新增

129万，累计用户数达1.0724亿。

中国电信的运营数据显示， 公司在

过去6个月内， 只有2月份的移动用户数

是在增长， 其他月份均是下滑状态：1月

份移动用户数流失80万，2月份新增22

万，3月份流失180万，4月份流失103万，5

月份流失95万， 加上6月份流失98万，中

国电信在今年上半年累计减少534万移

动用户。

此前，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公布

了6月份运营数据。中国联通数据显示，6

月份移动用户净增171.2万，用户总数达

到2.95亿，其中3G用户净增413.3万，比5

月份增加3.2%， 扭转了此前连续两个月

下滑的态势，移动宽带用户净增305万，

用户总数为1.4亿。中国移动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态势。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国

移动4G用户数达1394.3万，3G用户数为

2.38518亿，用户总数为7.90614亿。

对于用户数下滑的原因，中国电信

表示，2014年上半年移动用户出现净流

失主要由于竞争对手推出LTE服务及

加强营销推广，加剧市场竞争。

不过，日前中国电信宣布，已经在

16个城市全渠道开放天翼4G手机业务，

用户可任选网上渠道、中国电信营业厅

及合作社会渠道办理天翼4G手机业务，

采用LTE� FDD/TD-LTE混合组网模

式，套餐资费由59元至599元不等。

在资费方面，中国电信与其他两家

相比对用户有一定的吸引力。独立电信

分析师付亮此前曾对《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表示，中国电信的4G套餐虽然发布

较晚，但是更为精细，还是具有不小的

吸引力， 例如49元提供2G省内流量，进

一步降低了门槛，这将促使竞争对手在

下半年继续优化和调整4G套餐。

但不少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与中

国移动已经抢跑半年的4G业务相比，中

国电信的4G手机业务刚刚开始，要想呈

现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市场竞争加剧

引进外部战略资本

三大营运商

6

月份

3G

用户新增数

（单位：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