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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银监

会四川监管局、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发布联合

公告表示，近年来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

司快速发展， 这类公司属于中介服务类企业，不

属于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不具备对公众开展

投资理财业务的牌照和资质， 不能建立资金池，

不能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投资理财业务、私

募投资等金融业务。

但是，部分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

在为企业或个人提供投（融）资信息服务的同时

违规操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虚假宣传、误导宣传、

资金归集、资金代偿问题，有的甚至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或指定所谓的出资人代表变相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发行股票等违法

行为，严重侵害出资人利益，影响正常金融秩序

和社会稳定。为此，请广大群众引起注意，避免自

身利益受到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以投（融）资

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为代表的民间理财公司在

省内疯狂生长。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在四川省

通过工商注册的投 （融） 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

司、民间理财公司数量多达上万家，是一年前的

数倍之多，其中，一些民间理财公司存在变相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2014年中国建设银行成立60周年之

际，建行特别感恩推出系列贵金属产品。同

时，针对出国留学、出境旅游与投资移民推

出了“出国惠”个人外汇综合金融服务。

建行贵金属开启投资收藏市场新篇章

“建行金钞”一套四枚，由999纯金打

造，双面压铸，一体成形，是目前市面上使

用立体雕刻印制技术打造的金钞。金钞由

国宝级艺术大师周令钊与姜伟杰联袂创

作，融历史、艺术、黄金价值三位合一。

“鱼跃龙门”金钞为999纯金制造，

规格为2g，是中国人民不断进取、追求卓

越的生动代表， 也寓意学子们到哪里都

能成为发光的金子。以建行“鱼跃龙门”

馈赠亲友， 给予每一个莘莘学子最美好

的成功祝愿和人生祝福！

“熊猫加字金银纪念币”一套三枚，

其中金币两枚、银币一枚，均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货币。熊猫加字币，是为纪念

建行成立60周年，经人民银行同意，由造

币厂在普通熊猫金银币上加上“中国建

设银行成立60周年纪念” 而形成的独特

熊猫金银纪念币。

《家风·弟子规》 以古书形式将文学

巨制《弟子规》 的七个篇幅分为七页展

现，内页金银卡融合线型立体高浮雕雕刻

工艺精密打造而成， 每张卡重10g， 厚度

0.1mm，每本画册都配有唯一的收藏证书。

据介绍， 以上建行贵金属产品均可

在四川省内建行网点预约购买， 详询建

行网点。

建行“出国惠” 特惠停不下来

流火八月， 不少刚毕业的准留学生

们正在马不停蹄地准备出国留学或者出

境旅游。然而出国，关于外汇，究竟选择

哪家银行更实惠呢？

在这个夏天，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倾

情推出“出国惠” 个人外汇综合金融服

务，六重优惠让这个夏季实惠停不下来！

一重优惠

是个人结售汇。 优惠币种

有：美元、欧元、澳元等等主流币种。客户

能够享受兑换外币点差的优惠， 客户持

建行财私卡、理财卡最高优惠60个点呢！

二重优惠：

个人外汇汇款。客户在建

行柜面用外汇汇款就能享受最高手续

费、邮电费4折的优惠。

三重优惠：

个人存款及个人资信证

明。客户持财私卡、理财卡即可享受个人

存款证明免费办理的服务， 附属卡均同

样享受主卡的优惠。

四重优惠：

携带外币出境许可证。客

户持财私卡、 理财卡即可享受携带外币

出境许可证免费办理的服务， 附属卡均

同样享受主卡的优惠。

五重优惠：

个人外币小额存款利率

优惠。针对美元、港币或欧元个人外币存

款，能够享受不同的存款利率优惠。

六重优惠：

外币通存通兑。四川省内

为客户存取美元及港币均免收通存通兑

手续费。

据介绍，建行“出国惠”的活动时间

是即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

（张蒙）

民间借贷常遭遇融资难、 融资贵、融

资慢。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快贷投资） 依靠强大资源整合能力和团

队执行能力，能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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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最快一天放款。读者

可前往位于成都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

快贷中心，也可拨打热线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名客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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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抵押轻松贷款

200

万 额度高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按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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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放款，额度最多可达评估价的100%。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贷 手续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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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门店，快贷中心又追加了30万元贷款。

（文

/

张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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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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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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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当天拿钱，按揭房、车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贷款就

这么简单，免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

享受超低银行利息，最高可贷2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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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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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张蒙）

快贷投资专栏

品信金融专栏

四川三部门联合发文警示投资风险

解读经济形势，直击投资热点。素有“财经

女侠”之称的国内著名经济人士叶檀明日将来

蓉出席“2014中国经济年中巡回论坛暨华润商

业论坛”的第二场活动，以全新视角解读“宏观

经济形势分析与投资策略”， 并重点剖析下半

年我国经济的投资机会。

“财经女侠”解析经济热点

据了解，本场论坛举办时间为本周六（明日）

下午2时30分，地点在华润金悦湾会所。作为华润

置地与《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联合主办的

“2014中国经济年中巡回论坛暨华润商业论坛”

的系列活动， 本场论坛除了叶檀博士现场开讲之

外，还将有数十位上市公司董秘齐聚成都，共话经

济形势。 华润置地的相关负责人也将与投资者分

享其在商业地产、零售方面的运营经验。

近期，中国经济关注度愈发高涨，股市出

现回暖迹象，各种概念股涌现。这让不少投资

人士欣喜的同时不免迷茫。下半年经济形势将

呈现何种走势？投资机会到底在哪？有着“财经

女侠”之称的叶檀博士将为大家直击热点经济

事件，从纷乱的表象下抽丝剥茧，“点拨”投资

机会。

叶檀博士将来蓉与投资者面对面沟通的消

息，已受到广大投资者的广泛关注，纷纷打来热

线表示将珍惜机会， 现场感受一场智慧碰撞的

思想盛宴。 华润置地开通免费报名热线 ，

028-62501750，名额有限，先打先得。

华润精英共享商业投资“秘笈”

据悉，华润置地目前在成都储备了9大地标

商业项目，7月19日也启动了成都华润首届“商

业房交会”， 此次商业房交会将持续至8月底。

而此次成都华润首届“商业房交会”开幕两周，

便斩获七亿，再次制造楼市“大事件”，坚守行

业标杆地位。何以成就如此佳绩？此次论坛中，

华润置地的相关负责人将与投资者共享难得的

商业地产、零售运营经验。

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家拥有2000家商业合作

伙伴的运营商之一，华润置地商业所到之处，皆

为当地城市带来了长期发展的投资机遇。 在华

润全域布局的9大地标商业项目中，在短短两年

之内迅速成长起来的成都华润中心， 展示出华

润置地在城市运营方面的深厚功力。

成都华润中心的地标形象已深入人心。拥

有210万平米体量的超级城市综合体———华润

中心，以集纳“万象城购物中心、二十四城高档

住宅、万象天地商业街区、华润大厦商务办公楼

群、顶尖酒店等”为一体的“航母级”城市综合

体，具备居住、商业、商务、酒店、购物、文化等众

多城市功能，并整合了完整的地铁上盖物业、立

体配套等优势资源，成为成都与全国对话、交融

的商业平台， 成为成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

标志之一。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建行60周年浓情献礼

“建行金”“出国惠”实惠不断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财经女侠”叶檀明日来蓉 点拨掘金机会

2014中国经济年中巡回论坛暨华润商业论坛（第二场）明日下午开讲

民航局专门为移动电源出新规，额定能量不得超过160瓦特小时

登机携充电宝不超过两个 飞行时不得使用

规格

3.7V

10000mAh

能量值换算

10000mAh÷1000=10Ah

3.7V×10Ah=37Wh

充

电

宝

茛

随着人们随身携带的智能设备日益增多，

已经成为旅客必备物品的“充电宝”到底能不能

被带上飞机？昨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公告，对

旅客携带充电宝乘机进行了明确规定：充电宝必

须是旅客个人自用且必须随身携带，而且不得在

飞行过程中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

充电宝能不能带？

不超100瓦特小时无需审批

随着暑期旅游热的来临， 成都商报记者发

现有朋友圈“充电宝超过2万mAh（毫安时，标

称容量单位）不得上飞机，甚至要被机场没收”

这一消息让很多经常出差的商务人士感到诧

异。很多网友都在微博上询问，飞机上到底能不

能带充电宝。“我11000mAh充电宝能不能带？”

民航局昨日发布的 《关于民航旅客携带

“充电宝”乘机规定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对此进行了明确。公告称，要携带充电宝乘机，

首先必须是旅客个人自用携带。

此外，公告中明确，充电宝只能在手提行李

中携带或随身携带，严禁在托运行李中携带。如

果旅客携带的充电宝额定能量不超过100Wh

（瓦特小时），无需航空公司批准；额定能量超过

100Wh但不超过160Wh， 经航空公司批准后方

可携带，但每名旅客不得携带超过两个充电宝。

同时，《公告》强调，严禁旅客携带额定能

量超过160Wh的充电宝； 严禁携带未标明额定

能量同时也未能通过标注的其他参数计算得出

额定能量的充电宝。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还明确规定，旅客

及机组人员不得在飞行过程中使用充电宝给电

子设备充电。对于有启动开关的充电宝，在飞行

过程中应始终关闭充电宝。

如何判断超不超标？

通过容量和电压计算

知道了民航局的规定， 但是大多充电宝上

并没有标明能量值，而只有容量等信息，这又如

何换算呢？

记者仔细查看了充电宝， 发现大多数除了

标称容量（单位：Ah或mAh）以外，还会有标称

电压（单位：V，即伏特），有了这两个数据，就

可以可以通过计算得到额定电量的数值： 电量

（Wh）=电压（V）×标称容量（Ah）。

标称电压和标称容量通常标记在充电宝

上，但是一般的充电宝都会用毫安时（mAh）来

标记容量，这样就需要进一步换算，将毫安时除

以1000得到安培时（Ah）。

例如：一个充电宝的电压为3.7V，标称容量

为10000mAh（即10Ah），那么它的能量值就是

3.7V×10Ah=37Wh。

成都商报记者在几个主流的购物网站上，

一般给手机、平板电脑充点的充电宝容量大多

都在20000毫安时以下， 电压一般都在3.7伏

特，按照公式计算，一般的充电宝能量值都不

超过74瓦特小时（Wh），完全符合民航局可以

携带的规定。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应用范围

市场前景

昨晚你翻了几次身？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有多长？今天你走了多少步？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你的血压、血

糖有没有问题……这些问题，如今只要一个随身佩戴的科技产品就可以给出回答。

在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愈发重视的今天，可穿戴医疗设备成为了最火的概念，引来了各路资本的竞

相追逐。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可穿戴医疗设备的前景，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问题也随之而来，门槛较

低、同质化严重、价格混乱、功能难尽人意……

资本蜂拥进入

如果在两、 三年前提到可穿戴设备或是

可穿戴医疗设备，可能听说过的人少之甚少，

但如今，这些设备正在走近普通人的生活，并

迅速刮起热浪。 与此同时， 各路资本闻风而

来。 今年3月， 三大IT界巨头Intel、Google和

Facebook同时宣布在可穿戴设备领域投资加

码。在国内，小米、腾讯、婚恋网站世纪佳缘等

都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国内最先接触的可穿戴设备， 或是苹果

公司在2006年推出的带有Nike

+

功能的iPod，

而Nike借此推出了第一款带有可穿戴功能的

跑鞋Air� Zoom� Moire，向锻炼者绘制出其锻

炼效果的全景图。

2010年，Google陆续为其智能眼镜申请

专利， 行业先驱Nike也一路高歌猛进，在

2010年开发出Nike

+

Running， 并与Twitter和

Facebook绑定，将跑步运动作为社交活动，在

中国，则是与新浪微博、微信合作。

与此同时， 不少国内厂家也开始蠢蠢欲

动。就在最近，小米推出79元的可以监控呼吸

和睡眠的手环，腾讯发布微信健康手环。据不

完全统计， 国内目前已有超过十几款的可穿

戴医疗设备问世，如智能体温计、智能手环、

智能血氧仪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了解

到，华为、小米已成立专门事业部准备发力可

穿戴医疗领域。

与此同时，APP软件也成为搭载硬件活

跃用户群体的重要平台。今年，拥有数千万活

跃用户的大姨吗公司，先后与睿仁、PICOOC

联合推出智能体温计和智能体重秤。此前，大

姨吗CEO柴可公开表示， 大姨吗通过与医

院、保险等其他行业的跨界商业合作，推出更

为专业的医疗增值服务。

不过， 宝莱特董事长燕金元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 现在做可穿戴医疗设备的公司

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创新型公司，他们通常把

概念炒得很大，吸引风投融资，但大部分最后

做不下去；另一种是传统企业，主要关注可穿

戴设备的产业化和方向性决策， 考虑能不能

赚钱。于是，前者往往选择一些娱乐级的医疗

设备，后者则选择专业级的医疗设备。

技术存在硬伤

事实上，前景美好的可穿戴医疗设备，到

目前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纵观国内市

面上已有的形形色色的可穿戴医疗设备，大

多数厂商还局限于把“健康”作为炒作概念，

大部分产品只提供运动计步、卡路里消耗、热

量计算、 睡眠监测等技术门槛不高的几项功

能，并且同质化严重。

运动手环貌似简单， 但在硬件上也有其

复杂性。乐心医疗创始人潘伟潮向《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表示，对于医疗器械厂商来说，

计步、卡路里消耗、血压、心率等监测功能技

术并不是难题，智能手环的设计工艺更难，这

涉及到手环外形、宽度、材料以及供电方式。

传感器和续航能力， 也是考验智能手环

的两大关键因素。潘伟潮对此深有体会，“这

是所有厂家都遭遇的硬件问题， 现在都还没

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记者了解到， 微机电系统承担了可穿戴

设备传感器和执行器的重任， 但国内微机电

系统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初创企业聚集于

长三角，其技术远落后于国际巨头。

广东一家手环生产商董事长向记者表

示，计步功能的手环硬件成本并不高，吸引了

很多稍微有点技术背景的公司进入。 由于这

些手环没有可以参照的定价标准， 市面上的

价格比较混乱，便宜的不到100元，贵的要一

两千。如果还有其他附加值，搭上“健康保

健”的概念便车，则定价更贵。

记者了解到，如今商业格局未定，各路兵

家陷入乱战， 竞相扎堆在相对低端的智能腕

表和手环，价格由不足百元至上千元不等。上

述手环生产商董事长称， 这些价位较高的产

品大多数由科技公司制造， 手环的功能已经

接近智能手机。

记者走访了数家本土可穿戴医疗设备公

司，其中涵盖了智能手环、手表、卡路里计、体

温计、 血氧仪等多个领域。 这些公司一致认

为，做出来的设备效果、市场反响和预期仍有

不小差距， 还有些山寨厂家仍在概念面前徘

徊，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在问：只具有计步功能

的便携设备，是否算是可穿戴设备？

娱乐有余实用不足

近期加入可穿戴医疗领域的宝莱特董

事长燕金元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大部分公司只是炒大可穿戴医疗的概念，真

正做出好产品的并不多。

优秀的可穿戴医疗设备，必然是建立在

精准测量的基础之上。 但由于技术硬伤，目

前的产品难以做到“精准”二字。

技术上的短板，使得许多具有互联网和

电子设备背景的厂家烦恼不已，因为他们的

产品被贴上“娱乐型”的标签。

比如，目前健康跟踪器的核心感应器技

术，大多还是三轴加速度计，但这在智能手

机里也能找到。而智能医疗产品要做到更精

准的检测， 就需要不同的感应器一起配合，

比如心率、体温、皮电反应等感应器。在美

国，可穿戴设备上市必须经过FDA认证，而我

国尚未出台相关的监管法律或法规。

国内一家医疗器械上市公司董事长向

记者透露，大部分计步、心率功能的可穿戴

设备所用的是运动传感器，精确度离医学要

求标准有很大差距。 这种传感器的缺陷是，

只要传感器感应到主体在运动就开始计算。

因此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在该设备上来回

敲打或抖动，也可能纳入数据计算。

可见， 目前可穿戴设备产生的数据，很

难被真正用于临床医学保健，这些数据收集

方式更像是一种自娱自乐。

除了技术上的难题，可穿戴医疗设备面

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实用性。

记者留意到，目前从事健康医疗类可穿

戴设备的企业， 大多是国内科技类公司，很

多产品是按照工程师思维开发，而没有医生

或医学专业出身的人士参与开发。这就造成

智能可穿戴设备在玩转科技元素和炫酷概

念时，忽略了健康医疗类设备的实用性。

在广州工作的许先生告诉记者， 最初

觉得手环很新鲜，便在网上买了一个。刚开

始使用的时候， 每天都记录自己的运动量

和饮食，但用久了后，觉得不实用，再加上

由于加班没有坚持每天锻炼， 索性就把手

环搁家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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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医疗设备正迅速刮起热浪。图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谷歌开发者大会上研发者首次演示谷

歌眼镜，成为可穿戴设备标志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