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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家知名连锁

本周五等你来聊

本届特许连锁加盟创富峰会周五将迎压轴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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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间， 我国癌症死亡率呈明显

上升趋势， 并在未来的20~30年间继续上

升。WHO（世界卫生组织） 曾经发布过，

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的癌症通过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治愈，接近1/3的癌

症通过适当治疗可以延长生存时间并提高

生活质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和生命

的重要， 负责的人都会为自己和家人购买

一份保险，有病能有钱治疗，无病也能为孩

子留下一笔财富。 我们的人生为了一个又

一个的目标而忙碌着， 生命当是永恒的话

题，责任和担当是不变的承诺。一份保险，

一份担当，陪伴人生一路征程！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成都首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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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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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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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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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不能正常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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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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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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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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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张蒙）

如果你是投资者，手上有闲钱想寻找好项目；

如果你的企业刚起步，想向阿里巴巴求助大数据时

代的致富秘籍，那一定不能错过本周五（7月25日）

由《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联手打造的“第

二届中国（成都）特许连锁加盟创富峰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 峰会压轴大戏———

连锁加盟展本周五将在位于成都市顺城大街的

银河王朝大酒店正式举行，报名参与本届峰会的

超30家知名连锁企业将集体亮相。

O2O训练营教成都餐饮“触网”

O2O到底应该怎么做？ 如何进行精准的用

户营销？成都作为美食之都，拥有数以万计的餐

饮企业，如何让餐饮和O2O激发出火花，也是一

个难题。记者了解到，支付宝O2O事业部餐饮行

业总监其正、零售/连锁行业O2O解决方案资深

专家方侠、 廖记棒棒鸡电商总监净海鹰将在本

周五下午的“阿里巴巴O2O实战训练营”组团

授课。他们均有着多年的行业和实战经验，专注

于中国餐饮行业互联网O2O模式的探索。

据了解，像海底捞、成都迷尚、西贝莜面等著

名餐饮目前也用O2O的概念打造服务，取得了不

错的市场。行业人士认为，与沿海相比，四川传统

企业触及O2O的较少，但潜力广阔，而成都作为

消费能力最大的西部城市，O2O市场大有作为。

全城10个订票点方便投资者

参展名单显示，参展连锁品牌阵容可谓“强

大”，包括7-11便利店、全家便利店，007连锁超

市、德仁堂、布兰奇干洗连锁、七天连锁酒店、诺

曼琦、UY服饰、美式眼镜、大嘴霸王排骨、川妹

子家政、成都光大旅行社、廖记棒棒鸡、味道江

湖火锅、迷尚豆捞、雷蒙弗客汽车美容等30多个

连锁品牌将在本周五举行的连锁加盟展上与投

资者见面，其加盟门槛从几万到上百万元不等，

充分满足各类投资者的需求。

据悉，峰会当天，除了邀请投资者参与特定

项目的路演、组委会颁出“年度最具投资价值加

盟连锁品牌”“年度最具潜力连锁品牌”两大奖

项之外，现场还将派送特制会刊，所有参会项目

资料将定向发送给专业投资者。 而进场的投资

者还有“礼包”可拿，主办方联合部分参展方，

将现场派发餐饮和机票旅游的抵扣券等礼品。

据了解，“阿里巴巴O2O实战训练营”和

“连锁加盟展” 两个活动均需凭票入场，“一票

两用”可谓“含金量”十足。目前门票仍在火爆

订购中，市民可以尽快前往指定地点购买。

为生命护航

中国人寿首款防癌险在川上市

〉

据了解，“国寿防癌疾病组

合保险”保障范围广，涵盖了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

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

列明的几乎所有恶性肿瘤， 以及

原位癌、皮肤癌（不包括恶性黑

色素瘤及已发生转移的皮肤癌）

等两种轻症癌症。

中国人寿个险销售部工作人

员介绍， 该产品组合首次增加前

列腺癌、肺癌、乳腺癌、宫颈癌、白

血病、 骨癌6种特定癌症保障条

款， 分别针对成年男性、 成年女

性、 儿童三类人群最为高发的癌

症，加大了保障力度，填补了产品

空白。除了继承传统重疾险“确

诊即赔付” 的功能，“国寿防癌

险”还具有另外两大亮点：一是

为患者病后提供长达5年的康复

金，解决癌症护理困扰；二是癌症

确诊后可享受保费豁免权益，是

一款低投入、高保障，极具人性化

设计的产品。

发布会上，公司客户代表为

新产品上市揭幕。成都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魏咏兰教授就预防

癌症的知识作了专题讲座。中国

人寿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郎中

伟告诉记者，公司近期将推出专

属防癌产品“国寿钜献·大爱防

癌”普惠专销活动，为四川的广

大新、老客户提供“健康升级”

保障回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

寿防癌疾病组合保险” 有三大

突破： 突破了目前防癌保险领

域局限， 为患者治疗全过程提

供保障； 对男性女性常见癌症

给予重点关爱； 涵盖轻症癌症

保障。

品信金融专栏

背 / 景 / 链 / 接

4月12日凌晨，一位年仅31岁的媒体青

年才俊因肝癌过世， 年轻生命的凋谢令人

惋惜。

中国肿瘤登记中心4月14日发布的

2013年报显示， 近两年全国新发病例数接

近310万例，按照平均寿命74岁计算，人一

生中患恶性肿瘤的几率是22%，肿瘤已经成

为一种常见疾病并呈年轻化趋势发展。一

组数据将一个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我们的

面前：最近5年来，19~35岁的年轻人胃癌发

病率比30年前增长了一倍！癌症成为5岁以

下儿童死亡的三大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国

每年新增约4万名白血病患者， 其中2万多

名是儿童！

肿瘤低年龄化增加，数据触目惊心

在上世纪90年代癌症治疗手段主要

是手术和化疗，而技术条件的不成熟使得

化疗效果差，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把患

者的好细胞一并杀死，病人的存活率非常

低！而现在，已经有了一种抗肿瘤分子靶

向性口服药物， 对正常的细胞损害较小，

但却非常昂贵，一小片药物能达到500元，

一个疗程就要十几万元，而且普通医保还

无法报销。

数据统计，近20年，我国的医疗费用增

长了28倍，年增长率达143%！个人医疗支出

中肿瘤占60%！ 我国每年癌症医疗支出达

1000亿元！80%的人将一生的积蓄全给了医

院。如果癌症降临，整个家庭身心疲惫、苦

不堪言：孩子的教育金将被动用、父母的养

老金也无济于事、一般家庭变得家徒四壁、

生活品质全线下降、 家人从此背负沉重的

债务、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

昂贵医疗拖垮家庭，现实令人悲痛

很多人提到保险都是一种排斥的态

度， 而在国外， 保险基本是每个人的 “标

配”，就像国人给汽车买保险一样。人们愿

意一年几千块钱给汽车买保险， 为什么不

愿意给自己买保险呢？ 生命难道还不如一

辆车重要吗？

购买防癌类保险， 首先能为自己提供更

好更全的治疗条件，争取存活的机会，其次是

减少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损失。 中国人寿推出

的“国寿防癌疾病组合保险”专门针对不幸

罹患癌症的被保险人提供保障， 降低因患恶

疾对个人或家庭精神、财务造成的巨大伤害。

保险的本源是保障，为生命添加砝码

早准备早投保，担起生命的责任

时间：

7月25日（本周五）全天

地点：银河王朝大酒店

活动一：

第二届中国（成都）特许

连锁加盟展

时间：

上午9：30~下午5：00

活动二：

阿里巴巴O2O训练营公

开论坛 教你布局O2O

时间：下午2：00~5：00

创富峰会

活动预告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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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西

瑞联路优品道广场停车场出入口007爱心亭

青羊区双顺路6号附26号007连锁超市

城

北

二环路北3段245号蓝光富丽城入口左侧

007爱心亭

大丰北欧知识城402号007连锁超市

城

东

火车东站西广场建设银行旁007连锁超市

二环路东二段龙舟东巷30号007连锁超市

城

中

青羊区鼓楼洞街17号007连锁超市

西安北路104号007连锁超市

本周五活动订票地点

活动凭票入场，订票热线：4000-373-007

城

南

蓝光圣菲TOWN城（花天锦地商业街）黄

河中路二段36号007爱心亭

天和东街176号 （科华南路与三环路交接

处）007连锁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