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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机麻新方法15928607080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出租车发包
●新出租车发包13198543600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养老托老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

疏通管道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专业疏管丶掏粪池87588126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疏管掏粪
●84553337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铜13678147266

典当行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机械·设备
●售喷砂房及烘房18108089073

启事
●成都驿动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510107000607967遗失作废
●开具方：成都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付款方：成都薇庭商贸
有限公司的以下收据遗失作废：履
约保证金收据15875.84元，票据号
0005263；物管保证金收据2780.8
元，票据号0011446；质量保证金
收据10000元，票据号0011447；Pos
机收据10000元,票据号0010038
●郭志修残疾军人证 (编号20061
11020851100110316)遗失作废.
●恒大城30栋301号缴款收据遗失
作废,号码1084,金额289434元
●本人周秋志遗失成都蜀都银泰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共维修基金
收据两张编号SD00004270 (金额
798元)、SD00004271 (金额832元)
现作遗失处理

●成都市金堂县恒大御景半岛开
具给曾惠英的43栋701购房收据
（编号0000867，0000992）全部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身份证遗失
●李冬梅513026197108292008失

房屋租售
●锦江区商业广场农贸市场一楼
招租行业不限，电话：86648387

写字间租赁
●环球中心办公室160平70元/平
精装中央空调联系13060039970
●九龙仓时代1号写字间185平方
招租免中介13880261383罗先生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红星路园林整层低租86920071
●春熙路旁三楼整层写字间优价
出租500平米13608092798王

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 李 家 沱 600 平 茶 楼 转 让
13908061501何先生
●转市区2千平酒楼13558858908
●宾馆带两个茶楼3500平米84间
优价转让13548139435钟
●半价抛5千万酒楼13658059408
●28万转营业茶楼13880114905

●茶楼低价急转18011590313

餐馆转让
●市中1000平火锅13808226600
●科华北路777平餐13808083808
●科华路350平旺餐13550286779
●太升北路火锅店15181900000
●八里小区餐馆转13689001398
●西门1300火锅转13518133889
●东门万达广场旁400平餐饮寻
联营或转租13981859266
●1000平米咖啡厅转让，联系电
话：13350884560
●潮音路餐转260平13708056121
●西体路商铺酒店旁一楼65平米/
金色夏威夷一楼200平米旺餐转
让15928870887许先生
●蓝谷地火锅500平13438189886
●转天府大道餐厅15928169407
●急转黄田坝英国小镇火锅店1、2
楼500平另带坝13808069693
●顺城街100平快餐13668187928
●高新西区百草路地铁站220平
餐饮旺铺低价转让13668268634
●高升桥通气80平18982014979
●转新鸿路200平餐18980623156
●盈利火锅转让15928116183
●交大路中餐900平旺铺转租合
作承包转让均可18109063780
●解放路二段199号310平旺餐转
让，电话：18010681237张先生

店铺
●锦绣童装街铺转15828375771

●100平刷卡药房15208296355

●市内桶装水月2300转81883366
●转让福利彩票机15528415335

●总府路商铺出售18140130155
●晋吉南路616平铺13808010708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临
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厂房租售
●出售龙泉经开区70亩证齐，崇州
80亩证齐13308048563
●羊安工业园标厂70亩优租专变
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龙潭工业园标准化厂库房1000
平及宿舍配套齐全84209166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新都泰兴标准仓库12000平出
租，可分租13330983723
●郫县三道堰厂租18980885393
●崇州厂房出租15000平可分割
带动力电行业不限15108311861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厂8000平可分租13568851818
●三环4000㎡汽修13096373365
●郫县工港1万平租13551183556
●售化工园区内厂区50亩（有房
屋）可分割。电话：83033193

担保公司

招商
●诚翔连锁招商13350888189
●红原200亩商业用地寻合作垫
资及建筑总包18380216004
●某知名品牌肉制品生产企业出
售，证照齐全15390012108

●售府城大道旁16亩商业地
15208469901
●华阳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作及
青城山商业地转13982123820
●九江境内绕城22亩商住地股份
转让或合作13808098746
●建设路成熟黄金口岸300余平
旺铺招商02884325502
●交大群星路幼小托管中心转租
或转让，电话13679095958
●都江堰宝莲山旅游项目寻求联
营18628101668

商铺写字间招租85975561

现有高新区天仁路178号和平商
务楼一楼商铺及二楼、四楼写字楼
部分招租，本次招租共计5处标的
物，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http:
//www.cdggzy.com/）。
●新都区医疗机构整体优转3400
平米，证照齐全（社保工伤定点）
刘先生13927713376
●寻口腔执医证13880077120
●出售大医院股份18180620175

10月20日公布的 《2014胡润女富豪榜》显

示，33岁的杨惠妍以财富440亿元蝉联 “女首

富”宝座，这是胡润女富豪榜发布9年来杨惠妍

第四次成为全国女首富。

同时，73岁的陈丽华以财富400亿元保持第

二，并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白手起家女首富，也是

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57岁的张茵以财富290亿

元位列第三， 并位列中国和全球白手起家女富

豪第二位。胡润介绍，在今年胡润百富榜中，女

富豪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一半，达到317位，占总

人数的20%，高于去年的17%。其中，12%女富豪

是白手起家的。《2014胡润女富豪榜》门槛为50

亿元，较去年上升36%；平均财富109亿元，比去

年增加14%。

有趣的是，女富豪中，属猪和属牛的表现较

好。其中，属猪的女富豪最多，有6位。不管是男

富豪还是女富豪，属兔的都表现比较稳健，而属

鼠的表现较差。

人民网

从10月17日起， 年仅27岁的阮静波开始担

任闰土股份董事长。闰土股份公告称，公司原董

事长阮加根先生不幸于2014年9月28日晚逝世。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选举董事阮静波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为该次会议决

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阮加根意外坠楼身亡后， 由其弟阮加春暂

代董事长，半个月之后，阮加根的长女阮静波通

过董事会正式出任董事长，也让其成为目前A股

最年轻的女董事长。而令市场人士困惑的是，董

事会为何没有选择阮加春，而选择了阮静波？

资深浙商研究学者、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

究院副院长杨轶清教授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

者表示，目前摆在阮静波面前的挑战不少，既包

括企业投资经营， 还包括厘清与企业高管以及

家族内部成员的利益关系。

20岁时获1000万股闰土股权

9月29日晚间，闰土股份发布公告证实，董事

长阮加根先生不幸于2014年9月28日晚意外逝

世。公告同时表示，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

司副董事长阮加春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的

职责。10月14日，闰土股份召开董事会，阮静波被

董事会选举为董事长，8名董事全票赞成。

闰土股份披露， 阮静波1987年1月出生，硕

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董事长助理、闰土生态园区副主任，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2600万股，为董事阮加春的侄女。

记者获悉，2007年，20岁的阮静波还在浙江

大学读大学二年级，这一年，其从父亲阮加根手

中获得闰土股份1000万股。2009年，阮静波毕业

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同年前往

英国南开普敦大学攻读研究生。

“大女儿（阮静波）国外求学后就直接进入

公司上班，现在还没有结婚，小女儿现在也在国

外求学。” 今年9月底， 阮氏家族一位亲友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面临厘清家族利益等挑战

不过，令市场担忧的是，这位目前A股最年

轻的女董事长能否带领这家上市公司走出由原

董事长突然逝世带来的阴影。

上述公告显示， 阮静波此前担任闰土股份

的董事长助理、闰土生态园区副主任，前者主要

是协助其父亲。杨轶清称，闰土股份作为一家规

模较大的上市公司， 阮静波现在被推到董事长

这个位置，对其考验不小。

记者注意到，阮加根早已对接班做出安排。

闰土股份公告显示， 阮静波的持股由最初的

1000万股增加至2600万股，仅次于其父阮加根、

其叔叔阮加春，位居第三大股东。闰土股份今年

1月29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

决中， 阮静波首次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阮静波在大学毕业

前，曾以闰土股份的上市作为案例，撰写了一篇

《家族企业上市与公司治理研究》的论文，其中

大篇幅谈及上市对于家族企业的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是谁接手闰土股份，公

司以后的业绩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像这

种创始人一直执掌公司的家族企业， 创始人的

突然离去对公司战略方向的影响是很大的。

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家族企业的平

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约30%的家族企业可

以传到第二代， 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

量不足总量的13%， 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

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在杨轶清看来， 目前摆在阮静波眼前的主

要问题， 一是有关闰土股份的投资经营与日常

管理，涉及到企业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二是企

业内部管理， 涉及到必须厘清与其父一起创业

的老高管和家族内部成员的利益关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徐杰

10月17日， 以京东为代表的多家电商企业

在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商务委、北京电子商务

协会等相关领导的见证下共同签署 《网络零售

行业加强商品质量管理自律公约》，承诺加强商

品质量管理，维护良好的互联网零售秩序。京东

还主动牵手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嘉定区公

安局、成都市工商局，签署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合作的备忘录，建立“电商行业商品质量沟通

保障机制”，并将在今年的“双十一”期间开展

“杜绝假货、保障正品”的平安网购行动，建立

信息协调、通报、发布等机制。

京东集团首席营销官蓝烨表示：“一直以

来，京东对消费者承诺销售正品，对假货持绝对

零容忍的态度。我们在不断加大管理力度、实施

更加严厉的打假措施的同时， 也在联合更多的

力量，包括行业合作伙伴、政府监管机构、行业

协会等共同加强对商品质量的保障。 京东始终

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给消费者更好的网购环

境和体验。”

京东在六大方面出台了具体的规则和措施

加强商品质量，在商家入驻、运营、售后、监管等

全流程环节加大治理力度。首先，在卖家的招商

和入驻环节， 京东采取更加严格的标准保证入

驻卖家的质量。第二，在运营环节，京东一直在

不断强化对平台卖家所售商品的抽检工作，目

前每周抽检不少于三次， 且抽检覆盖全部品

类。第三，京东将进一步加强售后体系与运营

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从用户反馈回溯的角

度，辅助对假冒伪劣商品的鉴别。第四，京东决

定陆续与卖家签订新的合同， 通过合同的规

定，对涉假违规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措施。第五，

京东将出台卖家假货举报奖励规则，鼓励卖家

在发现有涉假卖家时，积极向京东第三方卖家

平台的“质控小组”举报，针对提供有效信息

的卖家，京东核实后将给予奖励。第六，京东与

各地工商部门等政府监管机构进行沟通，推动

双方在数据交流、技术合作、商家主体信息校

验等方面的合作。

业内专家认为， 京东始终坚持用户体验为

中心，通过全流程环节的梳理和强化措施，以及

与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联手合作， 将进一步加

强商品质量和品质，巩固其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小超市李老板想贷30万元进购年

货，但无抵押物；家装旺季张老板想贷

90万元用于进购家装材料，却苦于找不

到担保人； 钢材老板罗先生想贷100万

元让企业扩规升级，而企业已有不少负

债……这些都是小微经济谋发展时面

临的现实问题。

如何才能让小微企业平等享受金

融服务，从而健康快速发展？成都农商

银行不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针对小微

企业不同的金融需求特点，打造了“灵

活贷、速捷贷、天府随心贷”等微企专属

的融资产品和融资平台，确保小微企业

能 “进得来”“贷得到”“办得快”，集

全行之力“贷”动微企快速成长。最快

一天发放无抵押贷款，最快程度满足企

业发展需求。

“天府随心贷”满足微企资金需求

“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缺的就是资

金，机会来了往往还真不敢去抓。”成都

某生物科技公司黄总说，前段时间公司

接到一笔三个月后交货的出口大单，急

需100万元资金扩规。然而，对银行而言

从未建立过任何信贷关系的企业贷款

周期至少要一个多月。

最终成都农商银行帮了他的大忙。

“评级、 授信和用信同时审批，3天时间

100万元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的‘天府随

心贷’就办下来了。”黄总说，这种时

候，贷款速度绝对是第一位。

贷款方式多审核快 最快一天放款

在成都农商银行申请小微贷款，借

款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 选择不同的产

品。办理过程无需任何手续费，经营期3

个月以上的客户均可申请。 需要融资的

您既可以通过成都农商银行24小时客服

热线962711咨询， 也可以前往成都农商

银行覆盖全域成都范围的631个营业网

点咨询申请。

“我们银行创新性向广大客户提供

各类贷款。 客户想用于原材料采购、创

业、扩大经营或养殖规模等，我们都将

在第一时间解客户燃眉之急。” 成都农

商行小微事业部负责人说。

有融资需要的小微经营者可通过成

都农商银行网点、 客服电话（962711）、

在线金融平台（http://zx.cdrcb.com）咨

询及办理业务。

（文

/

吴宇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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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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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车辆登记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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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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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随心贷” “贷”好小企业

成都农商银行小微融资专栏

品信金融专栏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京东联手多地工商机构 六大举措保障商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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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女富豪榜：

属猪的女富豪最多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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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股份27岁接班人

成A股目前最年轻女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