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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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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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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听该公司业务主管杨琳讲解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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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品种多样，最快当天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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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专家杨红旭本周六来蓉把脉投资机遇

主 讲：杨红旭

主 题：“2014中国楼市趋势和投资策略”

时 间：2014年9月13日（本周六）

14：00~18：00�

地 点：绿地锦天府（通盈街88号）

报名热线：028-86512316

咨询热线：028-65575555

随着房地产业深度调整， 下半年楼市发

展将呈现何种走势？哪里才是投资洼地？

9月13日，知名房地产咨询专家、上海易

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将出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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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财经

论坛，解析今年下半年中国楼市趋势，为广大

投资者指点迷津，分享投资策略。

地产专家来蓉 解析楼市走势

作为绿地集团与 《成都商报》、《每日经

济新闻》联合主办的“世界绿地 商道·财道·

王道”财经论坛系列活动，本场论坛除邀请到

知名房地产咨询专家、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副院长杨红旭现场开讲之外，还将有数十位财

经界专业投资人士，共论下半年投资机遇。

房地产业将何去何从？ 下半年还有哪些

投资机遇值得期待？ 杨红旭作为业界资深人

士，兼顾房地产投资实战与理论，以新锐姿态

重塑地产研究与地产评论新风， 对市场与项

目拥有深厚历练。他将结合宏观经济形势，高

屋建瓴地剖析未来楼市走势，分享投资策略，

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高端智慧盛宴。

昨日， 记者了解到， 闻悉此次活动的举

办， 绵阳三台县老乡联谊会还专门组织了三

台老乡到会，聆听专家演讲，参与讨论交流，

并举办投融资对接会。 绵阳三台县老乡联谊

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联谊会自发起已有30

余年，联谊会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餐饮、

建筑、农业等，其中不少都是企业

家，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希望借此

平台，促进大家的交流，沟通投融

资信息，增进大家的情谊。

据了解，“世界绿地 商道·

财道·王道” 系列财经论坛的举

办，堪称财经界一大盛事。此前已

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作为

主讲嘉宾， 解析国内宏观经济形

势，探讨风险投资战略，受到成都

投资者的追捧。

绿地锦天府强势出击

稳居豪宅销冠

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 绿地

集团业界领袖地位毋庸置疑。今年7月7日，美

国《财富》杂志正式公布了2014年世界500强

企业名单， 绿地集团以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

410亿美元（2522亿元人民币）的成绩连续三

年成功入围世界500强榜单，位列第268位，排

名较去年上升了91位， 也是中国唯一一家以

房地产为主业的世界500强企业。

去年，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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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绿地在成都市场投资350多亿、成

功布局多个超级项目。 在绿地集团布局的国

内城市中，西南事业部已经成为重要一角。据

绿地集团西南事业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

绿地中心468、绿地缤纷城及绿地之窗等超级

项目， 将成为绿地在成都乃至西南地区的发

力重点。

而日前绿地锦天府【堰山阁】新品强势来

袭，更是引发业内震撼。据悉，锦天府作为二环

唯一豪宅，占据城市核心地位，坐拥万达广场、

万象城等配套设施，地段、投资价值凸显。

绿地锦天府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日举

办的【堰山阁】VIP认购活动开展头两天，即突

破了2.5亿元的销售大关。 在豪宅市场普遍遇

冷背景下，锦天府【堰山阁】再一次验证了成

都豪宅销冠的魅力。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上海福喜“问题肉”事件引起海内外关

注的热度还没有完全退去，这个中秋节，我国

台湾地区爆发的“地沟油”事件又惹得当地

食客们惴惴不安，吃个月饼也要思量再三。

据台湾警方日前通报， 查获一起 “馊水

油”（大陆俗称“地沟油”）等回收废油混制食

用油案件。经查，台湾“强冠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涉嫌收购大量劣质油用于生产“全统香猪

油”，销售给多家下游用户用以生产食品。截至

9月7日晚8时， 该事件已经牵扯到台湾地区大

大小小上千家企业，其中不乏味全、85°C等知

名品牌，且仍有部分问题油品并没有下落。

虽然该事件主要发生在台湾地区， 但是

香港、 澳门等地区都受到影响。 昨日 （9月8

日），香港地区又发现新的商家涉及到此次事

件中，并且涉事的美心集团也发表致歉声明。

尽管国家质检总局9月6日通报， 相关问

题油品并未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大陆地区，但

是部分产品可能通过网购等渠道进入了大陆

市场。记者晚8时在淘宝网搜索发现，味全已

在台湾地区公告涉事的猪肉酥、 辣味肉酱等

产品仍然在售。

台湾地区上千家企业牵涉其中

随着台湾地区相关监管机构对涉事产品

的追踪，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牵扯其中。截至9

月7日晚8时， 台湾地区总共有1209家企业信

誉受到影响， 其中涉及到236家上游经销商、

加工制造业者、餐饮业，以及973家下游业者，

共139项产品受到劣质猪油影响，味全、85°C

等知名企业也出现在名单之中。

目前， 相关企业涉及产品已在台湾地区

下架。以味全为例，相关监管机构已掌握味全

公司使用劣质油制成12项产品， 共计下架

19.1917万罐（3.2944万公斤）。

据台湾地区相关监管机构统计， 强冠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出货782公吨，但截至9月7

日晚8时仅掌握645公吨劣质油的流向， 这意

味着还有约137吨油品尚不知去向。

据了解，在此次事件中，强冠公司或其他

厂商涉案问题，一旦查证犯罪属实，可依“掺

伪假冒”， 违反台湾地区相关法规移送审理，

最高可处8800万新台币 （约合1800万元人民

币）的罚金；相关责任人可处最高5年刑期并

罚没800万新台币（约合164万元人民币），涉

案公司则以10倍罚款。

大范围波及香港、澳门市场

这些问题油品不仅仅在台湾地区销售使

用，部分问题油品也流入香港地区、澳门地区

市场。

昨日 （9月8日），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公

布， 除涉及向美心西饼提供问题猪油的都会

食品公司外，香港又有3家食品进口商曾进口

强冠公司生产的猪油， 让涉及进口台湾问题

油的香港公司达到4家。有报道称，目前港澳

地区超过40家商家遭殃。

昨日， 涉及较广的美心集团发表致歉声

明，表示从已停用库存的另外两款台湾进口猪

油。根据美心集团的声明，2011年8月到2014年

9月1日，集团共购入34吨强冠猪油，目前已经

退回余下的0.9吨。期间每天使用30公斤猪油制

作大约9000个菠萝包（平均每个用3克猪油）。

这些菠萝包供应香港全线美心西饼、7-11便利

店、星巴克特色店等。

“食品行业有其特殊性，上下游关系非常

紧密， 这就是为什么一家上游供应商会影响

到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下游品牌商。”一位食品

行业观察人士告诉记者， 而上游供应商出现

问题对下游品牌造成的负面影响已不在少

数，上海福喜事件就是类似案例。

对于此次事件对台湾地区食品行业的影

响，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副教授朱毅认为， 一方面该类事件影响台湾

本土的消费自信和世界范围对台湾食品的消

费他信。

部分涉事产品流入大陆市场

此次事件有没有涉及到大陆地区？ 国家

质检总局9月6日表示， 经检验检疫机构初步

核查，大陆没有“全统香猪油”进口。国家质

检总局已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暂停受理上

述235个用户产品的报检，全面排查以往进口

记录，如有进口，立即下架召回。

记者注意到， 国家质检总局已经在官方

网站公布了强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35个下

游用户名单和已确认77个使用了问题猪油的

名单。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可能有台湾涉案

产品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大陆市场。

以台湾味全食品为例，根据台湾味全公布

的信息显示，涉及的产品主要为肉酥、肉酱类

产品，包括味小宝海苔猪肉酥、味小宝纯猪肉

酥、味全猪肉酥、味全海苔猪肉酥、味小宝臻选

纯肉松礼盒、味小宝极品上豚纯肉酥海苔口味

等多种产品。 记者昨日昨晚8时在淘宝网上看

到，这些涉事产品在淘宝上基本有售，并且近

期出售数量不在少数，目前也正常售卖中。

在事情发生之后，例如85°C大陆地区也

紧急声明希望与台湾地沟油事件撇清关系。

85°C声明表示：“85°C大陆未与台湾涉事

地沟油企业发生交易， 大陆售卖产品也未使

用涉事公司生产的产品。”

杭州味全食品有限公司则表示， 公司生

产的所有产品的原料中均不涉及油脂的使

用， 大陆地区也不生产可能存在问题的味全

辣味肉酱、珍味肉酱等产品，这些产品也未正

式进口到大陆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