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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造”O2O

垂直解决方案平台发布

昨日， 由成都全微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

发的“亿万ONE”平台正式亮相发布，瞄准

O2O这个“万亿”级别的产业，致力于为商

业地产服务。数据显示，成都商业地产在建面

积超过290万平方米。“亿万ONE”平台粉丝

只要关注微信号， 就能享遍所有商家会员资

格”的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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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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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8日，素有“郎旋风”、“最敢说真话

的经济学家” 之称的郎咸平将现身成都，出

席由《每日经济新闻》《成都商报》和绿地集

团联合主办的 “世界绿地 商道·财道·王

道———2014绿地西南办公商业定制时代启幕

暨郎咸平财富盛典”， 解析国内宏观经济形

势，探讨风险投资战略，为投资者指点迷津。

郎咸平将来蓉对话成都投资者

近年，随着银行贷款通道收紧，影子银

行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加，不少企业资金

轮盘难以继续旋转，产能过剩凸显，行业开

始大规模重组。与此同时，我国从信贷方面

挤压泡沫和去产能化进入实质阶段。对于业

内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博弈。

郎咸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8月28

日，郎咸平将出席“世界绿地 商道·财道·

王道———2014绿地西南办公商业定制时代

启幕暨郎咸平财富盛典”，献上“郎眼看成

都，财富新机遇”的主题演讲。

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 世界500强绿地

集团依然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业绩报表显

示，2013年，绿地集团全年营收超3300亿元，

超额完成年度制定的经营目标。其中，房地

产业务实现销售金额1625亿元，销售面积全

国排名第一。

绿地开启办公商业定制新时代

在绿地集团布局的内地城市中，西南事

业部已经成为重要一角。2013年，绿地西南事

业部完成销售额超100亿元，其中成都销售额

超70亿元。绿地不断加注成都，目前，绿地成

都6大项目总投资额达到350亿元。

绿地正在重塑成都房地产新高度。 绿地

中心·468作为绿地集团旗下标杆， 代表了整

个西南第一的世界级“高度”。据介绍，绿地

中心·468位于成都东部新城文化创意产业综

合功能区核心区域，总占地面积448亩，规划

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 总投资规模达

120亿元，是集甲级办公、国际会议中心、品牌

商业、高星级酒店、文化娱乐、创意产业等于

一身的大型现代服务业综合体。

绿地中心·468显示着极强的地理位置优

势，其扼守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借三环与地铁

交通体系，更与成都东客站零距离、与双流国

际机场15分钟车程， 轻松执掌城市的空中门

户与交通焦点。历次开盘当天售罄，凸显着城

市地标“明星”气质。

作为世界地标， 绿地中心·468吸引着全

球资源。据绿地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绿地集

团已联袂世界第五大零售名企———伊藤洋华

堂全球新概念店入驻成都绿地中心·468，这

个代号“天空之城”的新伊藤店营业面积将

是超大体量，是日本东京伊藤洋华堂外世界

第二大伊藤卖场。

地产专家点拨成都投资机会

绿地中心·468已全面向投资者敞开怀

抱。 据有关负责人表示， 绿地中心·468的

90-129㎡的摩天住宅， 正在持续热销中。同

时，30-127㎡临街黄金旺铺、590-2500㎡独

栋商馆正被热抢，“超高层地块商办产品可

以定制，还将有全业态支持。”另外，成都绿

地城、绿地之窗、绿地GIC（成都中央广场）、

绿地缤纷城等城市中心级综合体更为广大

投资者提供定制酒店、定制商馆、定制商街、

定制办公等全系定制产品。

据悉， 本次系列论坛的第二场将在9月

13日隆重举行，届时主办方将邀请全国知名

的房地产专家、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

研究部部长杨红旭，探析未来房地产发展走

势。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实习生 周怡心

丰谷啤酒开卖仅川内有售

“丰谷产啤酒了？”绵阳市民朱先生喝

惯了丰谷白酒， 上周末在一家超市购物时，

一款“丰谷啤酒”让他吃惊不小。拿起啤酒

仔细一看，厂家并不是绵阳丰谷酒业，零售

价4元一瓶。在江油当地一个网络论坛，不少

网友发出类似疑问，因为几天前，有人在这

里发帖招聘“丰谷啤酒”销售人员。

昨日，记者走访成都一些商超，并未发现

“丰谷啤酒”；在网络上，却有很多“丰谷啤

酒”诚招代理的信息。通过留下的电话，记者

与其中一位陈女士取得联系。 陈女士坦言，

“丰谷啤酒” 和大家熟知的丰谷白酒完全是

两个厂家生产的两个东西。今年3月，“丰谷啤

酒”正式上市，目前仅在绵阳、德阳等地销售。

商标持有人曾来川拍卖未成功

记者查询中国商标网获知， 注册号为

“3897814”的“丰谷”（第32类）商标申请

注册日期为2004年1月29日， 注册公告日期

为2006年1月14日，持有人叫袁海，居住在江

西南昌市，商标主要用于“啤酒”、“姜汁啤

酒”、“制啤酒用麦芽汁”等。

绵阳丰谷酒业持有的“丰谷”商标，国

际分类号属于第33类，使用范围为含酒精的

饮料（啤酒除外），这意味着，绵阳丰谷酒业

和袁海持有的“丰谷”商标都是合法的，双

方在各自的领域均具有专用权。

其实，早在2011年，袁海就曾将他持有

的“丰谷”商标拿到四川来拍卖，拍卖信息

发布于2011年12月21日，参考价50万元。

对于此次拍卖的初衷，袁海当时在接

受采访时坦言，“来四川就是为了卖个好

价钱”。

拍卖信息传开后，绵阳丰谷酒业立即发

出声明做出澄清， 称其与绵阳丰谷酒业的

“丰谷”商标无法律关系和产品关系。此次

拍卖最终以流拍告终。

主讲：

郎咸平

主题：

郎眼看成都，财富新机遇

时间：

8

月

28

日

14:00-17:30

地点：

成都丽思卡尔顿酒店

钻石厅

抢票热线：

028-86516389

咨询热线：

028-65575555

“郎旋风”下周四来袭

绿地集团携手郎咸平成都共论“商道”

注册丰谷啤酒商标没卖脱“干脆”自己酿

8年前江西人袁海注册此商标成功；绵阳丰谷酒业发表声明称只生产白酒，跟“丰谷啤酒”无任何关联

作为“后来者”，“丰谷啤酒”是否侵

犯了“丰谷白酒”的相关权益呢？昨日，超

凡知识产权律师杨明对此表示， 早在2004

年啤酒类别“丰谷”商标注册申请的公示

期内就曾被提出过异议申请， 异议人应为

绵阳丰谷酒业，但并未得到商标局支持。

杨明表示，若“丰谷白酒”认为“丰谷

啤酒” 傍了自己名气上市， 其依然能申请

“丰谷啤酒”商标无效，但应力图证明“丰

谷白酒” 在袁海申请注册商标的2004年之

前已成驰名商标，或力争使商标评审委员会

认可“白酒”与“啤酒”属类似商品，才可能

成功撤销“丰谷啤酒”商标。此外，若“丰谷

啤酒”在销售和宣传中存在模仿“丰谷白

酒”行为，或故意宣传与“丰谷白酒”存在

关联，并对消费者形成误导，“丰谷白酒”则

可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对其进行工商投诉或

者法院诉讼。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8年前注册“丰谷”啤酒商标，3年前来

川拍卖，近期生产出“丰谷啤酒”上市开卖，

一个江西人为何对“丰谷”情有独钟？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身在江西的袁海。

“一共三款产品上市，明年还要继续

做大做强。”袁海介绍说，目前的三款啤酒

都是在绵阳当地找酒厂代工生产， 销售范

围也还没扩展至全国， 但他现在全心全意

在做这件事情，待营销网络建设完善后，会

进一步扩大产量和产品类别。

袁海还透露说，他早已成立了公司，目

前也正在和绵阳梓潼县一家酒厂洽谈，有

希望将该酒厂收购， 专门用来做 “丰谷啤

酒”的生产厂区。至于同样位于绵阳的“丰

谷白酒”，袁海说，近年来他们都没有联系，

他的商标合法持有，也没有人找他麻烦。

“丰谷啤酒”袁海：正洽谈收购酒厂

双方说法

前日和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多次拨打

绵阳丰谷酒业相关负责人的手机均未成

功，无法得知绵阳丰谷酒业对“丰谷啤酒”

上市销售的最新态度。 但在绵阳丰谷酒业

的官网上， 近期刚刚发出的一篇《郑重声

明》，对此事进行了说明：“近日，本公司发

现市场上有‘丰谷啤酒’产品售卖，也有消

费者询问‘丰谷啤酒’是否是本公司生产

的？再次，我们郑重声明：‘丰谷啤酒’不是

本公司产品。”

声明表示，目前，绵阳丰谷酒业只生产

、销售白酒，没有生产、销售任何啤酒。市场上

出现的“丰谷啤酒”与绵阳丰谷酒业无任何

关联。

绵阳丰谷酒业：只生产销售白酒

律师说法

若存在模仿和违规宣传 将涉嫌不正当竞争

“丰谷啤酒”现身绵阳等地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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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A股重现调整。 深证成指盘中险些

跌破8000点整数位。与此同时，两市成交萎缩

至3200亿元附近。市场缺乏明显热点，所有行

业板块整体涨跌幅都不足1%。

昨日上证综指以2241.66点小幅低开，总

体呈现冲高回落态势。 午后沪指一度翻红并

上摸2248.94点的全天高点，此后震荡下行，尾

盘收报2240.21点，跌5.12点，跌幅为0.23%。深

证成指收报8023.07点， 跌20.18点， 跌幅为

0.25%，与沪指十分接近。沪深两市1000多只

交易品种上涨，略少于下跌数量。不计算ST个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39只个股涨停。与前一交

易日突破3600亿元的总量相比， 当日沪深两

市成交有所萎缩， 分别为1396亿元和1815亿

元。行业板块方面，涨跌数量基本相当，但市

场缺乏明显热点， 所有板块整体涨跌幅都不

足1%。石油燃气、通信、煤炭、券商保险等板块

表现相对较弱。运输物流、电力、酿酒造酒等

板块涨幅靠前。

伴随“沪港通”等政策利好逐步被消化，

沪深股市近期反复震荡整理，市场热点也较

为散乱。

新华社

昨天的行情， 依旧没有任何进展。盘

面上虽然两市都各有

10

多只个股涨停 ，

但热点比前期明显散乱。有些题材，似乎

受到了游资的炒作，比如振兴东北板块，

或者土地流转概念股等， 但受制于资金

的不充裕，这些板块没有形成群体效应，

板块中的个别股票封死涨停了， 其他股

票却无力跟风。于是，就出现了各自乱战

的局面。从指数来看，虽然昨日盘中沪指

创出了新高，但最终还是以下跌报收，大

盘刚刚要脱离前期的震荡平台， 如今又

陷入到拉锯战的模式中。我认为，造成当

前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消息面

过于平静，既没有特别的利空出现，也没

有让人激动的利好消息。另外，随着新一

批新股即将于下周开始申购， 似乎现在

观望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此外，之前提到的背离现象，昨天依

旧比较明显。沪指创新高 ，而沪深

300

指

数和股指期货均表现疲软。 高位连续出

现背离的现象，需要我们高度关注，这也

说明市场多空分歧并没有因为指数创了

新高而减弱。所以，短期内如果背离不消

失， 我个人认为大盘延续震荡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而这种窄幅震荡的格局，以及

背离的现象， 都有可能会因为平静的消

息面被打破而终结。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记不

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中国科学院近日宣布启动实施 “率先

行动”计划，将对旗下百余个科研机构进行

较大力度的系统调整和精简优化。 在此消

息刺激下，A股市场上， 中国科学院旗下的

上市公司迅速反应， 昨日游资接力强行将

福晶科技拉升至涨停板， 但中科三环和奥

普光电却出现了冲高回落。

中科院三股昨异动

据悉，中国科学院的调整和优化，将根据

不同性质科技创新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

2020年前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

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等四种类型，基本

完成分类定位、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设计。

受此消息刺激， 中国科学院旗下的中

科三环、福晶科技、奥普光电股价走势均明

显异动。其中，福晶科技昨日大幅高开，其

股价迅速被拉升至涨停， 该股全天共计成

交5198万股， 成交总金额高达5.67亿元，创

下2008年公司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

据龙虎榜数据显示， 参与福晶科技角

逐的均为各地游资，买1是国泰君安交易单

元，大举买进3431万元，其余4家游资合计

买进5559万元。反观卖方阵营，卖1的海通

证券鞍山二道街仅抛售了849万元，光大证

券江门东华一路、 中航证券重庆珊瑚路等

席位合计抛售总金额只有2632万元。

记者注意到， 福晶科技虽最终实现涨

停，而该股盘中曾数次打开涨停板，股价更

是一度下挫，资金封盘意愿似乎并不强烈。

奥普光电、 中科三环两只个股均出现类似

走势， 都是早盘股价迅速拉升逾9个百分

点，随后便大幅跳水。

3机构抢筹洲明科技

昨日，在没有明显利好刺激的情况下，

洲明科技低开高走，最终强势涨停，其股价

也创出历史新高———32.56元/股。记者观察

到， 洲明科技主要是在临近午盘和午后开

盘时得到迅速拉升的，该股共计成交1.16亿

元，振幅达到11.59%。根据昨日龙虎榜数据

显示，该股得到机构、游资双重厚爱，3机构

高位抢筹买进。

其中，知名游资国泰君安宁波彩虹北路

营业部强势买入1773万元， 由此占据买1席

位；当天买2、买3和买5席位均为机构席位，买

入金额分别为1012.62万元，791.22万元和

438.67万元， 上述三席位合计买入2242.51万

元，占该股当天成交金额的19.3%。

从基本面看，8月15日洲明科技公布

2014年中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05%；而净利润达

到2383.15万元，同比增长111.16%；并宣布

了10转10的高送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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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 韩国设立子公司

鹏博士（600804）今日公告称， 公司

拟出资在韩国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暂定

名称为韩国长城移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603万元）。鹏博

士表示， 设立韩国长城移动有限公司是公

司加快与境外运营商在数据服务业务的合

作的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 有利于公司在

拓展境外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业务的过程

中，加强与境外运营商的交流和协同，学习

引进先进市场的通信服务技术和经验。

川大智胜 披露半年报

川大智胜（002253）今日披露半年报，

公司表示于 2013年 12月中标的 “新一

代××管制中心系统建设项目” 中2个标

段，中标金额2.38亿元。截至目前，项目正式

合同还未签订。 而项目开发已在实施中，受

此影响，2014年1~6�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51.4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1.79万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64%、

27.54%。同时，川大智胜公告称，根据中组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以及四川大学的相关

要求，公司总经理李彦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

务。而李彦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

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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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核电关键技术突破股价6涨停

佳电股份：3年内不能产生利润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