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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日， 第四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和

四川省首届农民艺术节暨民间艺术节，

在达州市隆重开幕。据了解，自2011年首

届艺术展演举行后， 一届比一届更有特

色， 在全国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农民艺

术盛会， 是四川省一张极具代表性的文

化名片。

开幕式首先以达州市选送的情景表

演剧《巴山春色》开场，以山西省和四川

省歌舞剧院选送的《欢天喜地闹春歌》

《欢腾的土地》为序，最后以《大地之

梦》主题歌舞结尾，共计18个歌舞、乐器

及小品类节目。开幕式共分为四章，每章

分别以24个节气中最能体现四季节点的

节气命名，主要体现四季轮回。

据悉，本届“展演”和“艺术节”以

“实现伟大中国梦·讴歌幸福新农村”为

主题，精心安排了“演、展、讲、培”四大

版块19项活动。

在开幕式现场， 汇集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代表团， 不少代表团成员和观众纷

纷对这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表示

了赞同， 对达州市的筹备活动也十分认

可，称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是真正属于

农民自己的精品文艺节目。

第四届全国新农村文艺

展演昨在达州开幕

昨日上午10点， 当王海林再次换上女

装、戴上口罩，开始在华西医院附近的热闹

街道去摆摊卖卫生巾时，小小的地摊立刻引

来了数十位市民的围观， 有人直接掏出50

元、100元硬塞到他手中，让他显得有些慌乱

和迷惑。

带着12岁女儿路过的市民马女士先掏

出了20元钱，买下了一包卫生巾，然后才仔

细地看了一遍求助牌上的字， 眼圈很快红

了，“每次看到这些为了孩子（求助）的我就

受不了……我也是当妈的，感同身受，这个

男人太不容易了！”

摆摊一上午， 王海林马不停蹄地接了

200多个电话，手机几乎是一挂断又响起，全

是天南海北的人打来询问这件事的。“问这

是不是真的，推荐医院或药品的，想捐款的，

说什么的都有。”他不敢相信，自己不经意间

成了“网络名人”。“我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

多人关注，我做的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捏着路人捐出的几百元钱，王海林粗糙

的双手在微微发抖，不住地对周围说谢谢。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男人扮女装的

事了，我还以为是骗子呢，今天看到成都商

报的报道才知道是真的，太心酸了！”昨天，

一位在福建做建筑生意的曾先生致电成都

商报， 想给王海林一家捐赠1万元现金。“以

前我身边也有朋友的孩子得白血病，知道这

个病不但要花巨额医药费，更要旷日持久地

熬，孩子和大人都会特别疲累。这个男人不

容易，请帮我转达对他的慰问！”

重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想捐

赠3000元，王海林的老家营山县红十字会也

专程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准备帮他申请白血

病捐助。

一家上海的私人慈善基金还派专人联

系了王海林，上门核实他的家庭情况和小雅

的病情。基金会的代表廖先生表示：“我们想

在核实属实后，再向孩子的主治医生征求意

见， 看孩子后续究竟还需要多少医疗费用，

帮人帮到底。”随后，廖先生还拜访了华西附

二院血液肿瘤科，向医护人员了解了小雅的

情况，表示将回去尽快商讨资助的细节。

男扮女装卖卫生巾 救白血病女儿

扮女装救女感动网友：想笑，但我哭了

昨日16时52分，王海林短信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其银行账户已获捐413520元

一天接了五六百个电话， 王海林的嗓

子到了傍晚已经说哑了，“还是有很多人

的电话都没接到， 向关心我们的人说声对

不起！”

昨天下午3点过，一个来自重庆的电话让

王海林一下子更加激动起来： 一个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重庆人说，想给他捐赠10万元现金，

但想亲自见见他。把小雅托付给了母亲，他立

即踏上了去重庆的路程。

下午4点52分， 王海林给记者发来短信，

称他在上火车前，在火车站的ATM机上查看

了账户金额， 屏幕上显示账户余额：413520

元。他身在火车上，成都商报记者并没有证实

这个捐款数额的真实性，但他表示，这些钱已

经基本解决了给孩子治病的燃眉之急， 他非

常感谢所有陌生人的爱心， 他今天也会去银

行关闭账户的转账功能。

昨天傍晚6点半，火车上的他又接到了家

里来的电话：母亲的脑血管旧疾复发，头疼难

忍，一个不小心让小雅摔了一跤，头上磕出一

个大包。他急得立即从大英站下了动车，花了

350元车费，立即打车回成都。“再贵，我也必

须得回去！”心急如焚的王海林在电话里对成

都商报记者说。

王海林：收到41万捐款

今天将关闭账户转账功能

戴着红色假发、穿着粉红套裙，身为男

儿身的南充男子王海林故意把自己打扮成

一个女人，在成都街头摆摊卖了好几天卫生

巾， 只为了吸引路人注意， 为自己年仅2岁

半， 患有白血病的女儿小雅筹集医药费。昨

天，成都商报报道了这位32岁的年轻爸爸想

出“怪招”筹钱救女的故事后，立即赢得关

注，数十万网友为王海林的父爱“点赞”，还

有上百位市民打进成都商报热线关注孩子

的近况，其中不少人直接表示想捐款给这个

家庭，其中不乏河北、重庆、北京等地的网

友。一家总部在上海的私人慈善基金昨天下

午还派人上门拜访了王海林家，并表示愿意

长期资助小雅的医药费。

爱心汇聚成海洋，王海林短信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截至昨天下午5点，公布的银行账

户中已获得413520元捐款，更有重庆的好心

人表示要当面给他十万元的捐款。 不过，因

为女儿和母亲的病情意外加重，本来已经登

上前往重庆动车的王海林又返回了成都。

成都商报新闻客户端点击率上万，成

都商报官方微博转发数百，腾讯大成网、凤

凰网、 新浪微博等各大网络媒体进行头条

新闻推送……昨天一大早， 成都商报对王

海林扮女装摆摊的这篇报道就在网上

“火”了。

在网络世界，王海林一直担心被人嘲为

“变态”的事并没有发生，绝大多数网友都

表达出了对他的尊敬，很多人还表示看完报

道后已马上解囊捐助。

网友“旭日东升”

：100元，已转你建行账

户，尽绵薄之力！我也有个乖女儿，望大家爱

心接力！

“深海的孤独”

：看哭了，可怜天下父母

心，再苦都为自己的子女！想到自己小时候

只会跟父母顶嘴， 现在想跟他们说声辛苦

了，我爱你们！

“流星雨”

：伟大的父亲，放弃男性尊严

为了孩子！还有啥子比这更伟大！

“缘来如此”

：看哭了！父亲就是棵能依

靠的大树。

“

may

”

：这个爸爸当得尽责，这个男人

做得顶天立地。

“啸夜雨”

：想笑，但我都哭了！

“读来读去

2009y

”

：虽然女装，但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纯爷们，赞！

男扮女装感动网友

“这是个顶天立地的纯爷们”

爱心源源不断

“太心酸了！这个男人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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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基金会的廖先生上门拜访核实情况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创造性

地用伽马射线来寻找海底可燃冰，该项

目昨日在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

川赛区晋级全国总决赛。

据实施该项目的绵阳东福高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丁莉介绍，可燃冰是分

布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域永久冻土中的

天然气水合物， 其主要成分为甲烷，其

燃烧污染比普通天然气还要小。

海底可燃冰的勘探，目前普遍采用

“地震法”和“洋流法”，但这两种方法

可能产生污染或使海底可燃冰泄漏。而

他们利用 “康普顿背散射扫描技术”，

巧妙地将核技术引入海底可燃冰的勘

探中，其大致原理是利用伽马射线的强

穿透力开展探测，安全环保无污染。

目前，他们已经制作出“海底可燃

冰探测仪”的技术验证样机，相信不久

就可投入商业应用领域。

四川赛区企业18强和8个创业新秀

团队晋级全国总决赛。18强企业中成都

企业占据13家，8个创业新秀团队则全

部来自成都。成都市科技局对本市晋级

全国总决赛的企业和团队将给予20万

元资助。

用伽马射线寻找可燃冰

晋级创新创业全国总决赛

爱心汇聚

核心

提示

中国银行10日宣布，各分行已于10月1

日起按人民银行、 银监会通知要求执行首

套房贷新政策。

从10月1日起， 中行对于贷款购买首套

普通自住房的家庭， 以及拥有1套住房且已

结清相应购房贷款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

商品住房的家庭， 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0%， 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

倍。中行还将授权各分行在已取消或未实施

“限购”措施的城市，对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

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又申请贷款

购买住房，根据借款人偿付能力、信用状况

等因素审慎把握并具体确定首付款比例和

贷款利率水平；对符合政策条件的非本地居

民发放住房贷款。 中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行会提高审批效率，加大信贷投放，切实做

好“促消费，惠民生”工作。

新华社

10日，淘宝房产携手余额宝，联合万科、

复地、 富力和大华等20余家品牌开发商，推

出余额宝认购房产的新模式。

据了解，和传统买房流程不同，通过余额

宝认购，消费者可线上下单，线下选购，以实

际成交为准，未购买者订金全额退款。不仅如

此，余额宝中的冻结资金相当于将“活期存

款”转为“定期存款”，选房的同时赚收益。

目前，首批8个城市的部分楼盘目前可进行

线上认购，包括广州、深圳、杭州、长沙、昆明等。

淘宝方面表示， 成都是接下来计划推出线上认

购的城市，目前正在和成都部分楼盘洽谈。

按照目前购房时的普遍体验，消费者线

下购房时认购金额不等，认购后将有一定的

锁筹期限，可能需持续两三个月。若因故不

愿购买房产， 在此期间基本都无法退款，更

得不到任何利息，预付订金必须等到楼盘开

盘后才能确定是否退款。

据了解，通过该线上认购模式，买房者

可以自由付款退款，认购期无论长短都有余

额宝对应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资金一直处于

自己可以监管的状态。淘宝房产的项目经理

介绍，通过余额宝订房能享受产品所带来的

收益，无论消费者最后是否购买房产，该笔

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都全部归买家所有；遇

到需要退订时，还可直接在线上申请，选择

退款后，24小时内完成系统自动退款。

从开发商的角度而言，互联网卖房也并

不是一味被要求迎合市场。事实上，线下房

地产商借助淘宝第三方平台大数据的优势，

能做到更精准地实行线上定投。相关数据显

示，仅淘宝和万科的单项措施，消费者的购

房成本就要比在线下直接购房降低 5%

~10%。另外，推行线上认购的门槛降低后，客

源方面也能获得更多有意向的用户进行在

线预约看房和购房。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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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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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享受银行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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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一天放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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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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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银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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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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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仅一天她就轻松拿到了这笔贷。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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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贷投资专栏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品信金融专栏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

昨晨， 苹果新一代iPhone6/iPhone6� plus在

苹果官网、 国内三大运营商官网正式启动预售，

最低版本售价5288元，首批用户最快将在17日拿

到国行版裸机，成都地区用户也不例外。

购机送话费和充话费送手机的“合约机”

计划历来受人关注。截至昨晚，联通和电信方

面公布了iPhone6的合约机细则。 不少用户对

比后发现，iPhone6合约机补贴力度不及上一

代iPhone5S。

成都用户最快17日可取货

根据苹果公司此前公布 ， 国行版 i-

Phone6/iPhone6� plus将于10日在官网预售，17

日正式发售。

昨晨零点过，成都商报记者登陆苹果官

网的在线商店发现，开放预购的两款新机均

为不含运营商合约计划的“裸机”，iPhone6

售价5288元起，iPhone6� Plus售价6088元起。

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成功预约国行版的用

户如果在订单确认中注明交货日期为10月

17日送达（仅限部分地区），用户就将于17

日首批拿到新机，而无需再像以往那样等待

2周~3周。记者将收货地址确定为成都市锦

江区，苹果官网随后显示———“交货日期为

10月17日送达”，这意味着，和记者一样的

成都地区用户若在当天（10日）下单预购，

最快在17日就能拿到新机。

除了苹果官网，国内三大运营商以及京

东、国美、苏宁等商家在昨日也同步启动了

iPhone6预售活动， 并称会与苹果官网渠道

同步首发，即最快17日取货。此外，包括蜗牛

移动等虚拟运营商今年也首次加盟了合约

机预售。

合约机补贴力度大减

从前几代苹果手机起，国内运营商开始

推出“合约计划”，通过补贴争夺用户。今年

的情况同样突出， 不过截至昨晚记者发稿

时，只有联通和电信公布了iPhone6/iPhone6�

plus的合约机细则。

联通目前公布的合约机计划仅限于i-

Phone6/iPhone6� plus的16G低配版本、绑定联

通4G套餐、 合约期为12月、24月、36月三档。其

中，iPhone6� 16G的“存费送机”合约机总价为

5499元，若选择1年合约，最低预存900元话费，

就可以4599元购机。另外，iPhone6� plus“存费送

机”合约机总价为6299元，若选择1年合约，最低

预存900元话费，就可以5399元购机。

昨日晚间， 中国电信正式公布了电信版

iPhone6/iPhone6� Plus合约套餐的详细价格

及细节，其中涉及了全部的6款新品iPhone。

合约机计划真的划算吗？昨日，记者仔细

对比联通iPhone6合约机和上一代iPhone� 5S

合约机细则发现，今年的补贴力度不及从前。

例如， 一年前发布的16G版本iPhone� 5S官方

报5288元，与16G版本的iPhone6相同，但联通

5S合约机的产品包总价仅为4699元， 比i-

Phone6便宜了800元。 此外，5S合约机最低绑

定1年合约、 预存4699元话费就能 “0元购

机”，但iPhone6若绑定1年合约，至少也要支

付2199元购机款；在至少绑定2年合约、并预

存5499元时才能实现“0元购机”。

iPhone5S/5C已降800元

随着iPhone6/iPhone6� plus的预售，上一代

产品的降价也在预料之中。昨日，苹果官网信息

显示，iPhone5S/5C的国行版售价目前双双下调

了800元，5S的售价为4488元起，5C的售价为

3288元起，而个别版本的5S/5C也开始下架。

同时， 苹果公司昨日再次发出邀请函表

示，将于10月16日召开的新品发布会。业界

预计认为， 苹果或将在此次发布中推出iPad

及Mac系列新品，尺寸更大、配有指纹识别以

及预装新版操作系统等有望成为此次发布

的亮点。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iPhone6国行版昨起正式预售

合约机补贴力度被指不及以前

淘宝推余额宝付购房订金 预订款还能赚收益

中行：已执行首套房贷新政

将加大信贷投放

成都用户最快

17

日能拿到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