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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发银行信用卡活动连连，在

第二期分享日期间又在广发商城为持卡

人送上限时秒杀名品半价活动。据了解，

此次活动涵盖多个领域名牌， 其中不乏

国际性品牌。

据介绍， 第二期广发分享日期间，持

卡人登陆广发商城，在广发商城以全价抢

购商品，成功分期支付后即可享受产品原

价一半金额的免还款签账额奖励。此次活

动的商品可谓名品交汇， 日默瓦、 天梭、

GUCCI（古驰） 、Chanel（香奈儿）、Es-

teeLauder （雅诗兰黛）、Bottega� Veneta

（葆蝶家）、PRADA（普拉达）、Dior（迪

奥）等众多名牌都将出现在活动中。

此次活动将从10月持续到12月，在

每周五上午11点开始， 每个月活动主题

不同，包括的品牌也不尽相同。活动流程

简单便捷，即使在周五的上班时间，也能

两分钟搞定。 持卡人只需登录广发商城

广发分享日专区，选中活动商品，点击购

买、填写配送信息，支付成功即可。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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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14日，第十二届“米其林

必比登挑战赛”将于成都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览园举行。 来自成都的高端白

酒品牌水井坊，以其跨越元、明、清三朝

600余年不断传承、创新的历史，一举成

为本届赛事唯一的白酒合作伙伴， 并将

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与来自全球的交通

界翘楚共同探讨当下全球道路交通领域

如何可持续发展。

“必比登挑战赛”由全球最大的轮

胎制造商之一米其林集团于1998年创

立。迄今为止，该活动是能够聚集所有交

通领域利益相关方， 讨论与可持续交通

相关问题和挑战的全球性盛会。“米其林

必比登挑战赛” 曾于2004年和2007年两

次在上海举办，本次是第三次登陆中国，

也是首次在中国西部举办。据悉，本届挑

战赛将以“推动以促进经济增长与优化

城市生活质量为核心的交通创新” 为主

题，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共设5个议程。

届时， 不仅国际上各种未来交通的创意

和行动将被展示， 来自世界各地交通领

域的使用、制造和决策者还将云集于此，

并集思广益，共同探寻、创新有助于交通

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米其林集团战略

规划及可持续发展高级副总裁、 米其林

必比登挑战赛主席Patrick� Oliva先生表

示：“我们坚信可持续交通不仅会创造新

的商业机遇， 而且将造福每个个人乃至

整个社会。”

作为本次盛会的主办方， 成都为米

其林的中国之旅斟满了一杯星级中国美

酒———水井坊。 作为成都本土优秀品牌

的代表， 中国高端白酒品牌水井坊成为

了本届赛事唯一白酒合作商。 在挑战赛

开幕期间，赛事相关负责人表示，米其林

集团是一家极富创新精神的公司， 无论

在其自身的汽车领域， 还是米其林星级

餐厅评定， 米其林都一直秉持一种不断

进步、永不言倦的发展理念。而对这次挑

战赛合作伙伴的选择， 也延续了一贯的

一丝不苟和严格，从品质到产品的包装，

从品牌的历史到品牌的精神内核， 都是

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依据。 作为中国高

端白酒品牌之一， 水井街酒坊诞生于元

末，开创了成都蒸馏白酒浓香之源，而后

历经元、明、清三朝600余年不断传承至

今，从“前店后坊”的创造性格局，到代

代传承至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 从符合国

内、国际双重检测标准的超高品质，到斩

获数个国际奖项的艺术包装， 水井坊不

断创新，追求极致，不仅为人们重现了古

法美酒的“陈香飘逸，甘润幽雅”，更完

整地再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蒸馏白酒文

化，用中国的白酒醇香世界。

就此，水井坊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水井坊与米其林的携手，不但向国际、国

内的贵宾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白酒文化的

魅力， 也让世界范围的人们看到中国传

统企业的超越与进取精神。

正如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所倡导的

可持续发展， 无论世界交通还是其他领

域，如米其林与水井坊一样的企业，正在

不断的以自身的行动， 践行着其不断改

变世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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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信金融专栏

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手中的“闲

钱”拿来投资，老百姓投资理财的观念也在不断

更新，面对市场上众多的投资理财方式，怎样才

能远离那些非法投资理财产品， 进行正确的投

资呢？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非法投资理财惯用的

伎俩。首先，非法投资理财产品最明显的特点便

是承诺高额的回报，编造“一夜暴富”的神话，

通过许诺投资者超高的回报率来骗取资金，在

初期往往按时兑现承诺收益， 待达到一定规模

后，便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投资者承受重大

经济损失。其次，是假借互联网金融创新概念进

行集资， 设立所谓网络借贷平台， 以高利为诱

饵，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

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 突然关闭网站携款

逃匿。再次，非法投资产品往往编造虚假项目或

订立陷阱合同， 一步步将投资者骗入泥潭。最

后， 假冒银行的名义或经同意授权代理销售理

财产品,�与各商业银行代理的产品名称相近或

相似,推销各种理财产品，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吸

引民众投资,误导投资者上当受骗。

可以说， 这些非法投资理财产品都没有受

到法律保护，实际投资收益未知，因此投资者要

承担巨大的风险。

非法投资理财产品充满了隐蔽性、欺诈性，

让投资者防不胜防， 怎样才能树立正确的投资

理念，以求得到持续满意的投资回报呢？

首先，要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不要被所谓

的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 投资理财是对资产进

行科学和系统的管理安排， 以获得稳定满意的

收益，实现资产保值、财富增长等财务目标，切

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其次，养成正确的投资习惯，从正规渠道获

取投资理财信息。当前市场上，正规渠道销售的

理财产品，如银行、基金证券公司等，都会对产

品风险和投资者风险进行评估， 确保投资者对

产品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销售， 退一步

讲，即使这些产品因投资不当出现亏损，投资者

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进行投诉， 以尽可

能挽回损失，不会出现血本无归的情况。

最后， 投资者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投资

理财常识，才能明辨是非，做出正确选择。投

资理财应该牢记四个基本原则： 一是收益风

险相匹配。高收益高风险，低收益低风险，一

定要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从而设

定相应的收益目标。 二是量入为出， 量力而

行。投资理财要综合考虑短期和长远的安排，

合理考虑现实承受能力与未来预期目标。不

要盲目设定过高的投资目标。三是做足功课，

不盲目投资。 投资理财是非常专业的一门功

课，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学习了解。四是控制

欲望，不可贪婪。任何时候都要设定目标和限

额，既有盈利目标也有止损目标，必须坚决制

定，避免贪婪造成的恶果。

鉴于非法投资理财产品的无孔不入， 更多

的投资者选择了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销售的理

财产品。成都银行芙蓉锦程“汇得益”系列理财

产品，理财资金组合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金

融债、银行存款等低风险资产，有效降低客户

资金风险，产品收益稳定，自发行以来，全部产

品均实现预期收益， 投资者可以通过网上银

行、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等电子渠道办理，方便

快捷，还可根据投资者资金需求，定制私人专

属产品，成都银行将竭诚为您提供更好的投资

理财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吴宇宸

喂，各位朋友，

“宇宙银行”喊你来刷卡

活动期间，各种刷卡返现金、分期购iPhone6等优惠多多

又近岁末，我们再度迎来了卡友们的一段Happy� Hour（欢乐时光）。

昨日， 从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传来消息，“宇宙银行” 近日启动了

2014年最后一波刷卡优惠、感恩回馈大行动，各种琳琅满目的政策简直眩花

你的眼，有刷卡满百直返现金、0手续费分期购iPhone6、超值低价畅游中国

澳门……据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行动“宇宙银行”可谓是下了血本，涵

盖百货、家装、3C、汽车等多个领域，只要你敢刷，优惠政策享不断。

如今，随便翻开身边一位朋友的钱包，

你都会发现，里面至少有两、三张银行卡。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4年9月末，

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已超过45亿张。然而，

这其中却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休眠卡， 也就

是几乎不交易，或是还没被激活的卡。

如果你包里也有这类休眠卡， 恭喜你

赚钱了。据了解，在工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

近日启动的活动中，其中一项就是“未启

用卡唤醒促销”。据介绍，如果你手中是一

张新发的信用卡金卡或普卡， 只要在今年

年底前启用， 工行就免收有效期的所有年

费。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各家银行启用信

用卡，顶多只是免收当年年费。

更具诱惑的还在后面。 如果你启用这

张信用卡在境内工行POS上刷卡消费满

10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返现；如果是境

外消费或网上海淘，就直接返现了，单笔等

值满2000元返20元，满5000元返50元，单卡

单月最高返500元。

有人可能会问， 我的那张卡已经好几

年没用了，唤醒也能返现吗？当然。该行相

关负责人称， 对于存量未启用信用卡的持

卡人，启用后刷卡消费就返10%，单卡单月

返现不超过50元。不仅如此，在享受返现的

同时，你还能参与500元的现金抽奖，每月

有2000个名额等着你。

如果你家住都江堰、 犀浦、 彭州、大

邑、龙泉、新津等地，只要指定期间在当地

的百伦百货刷工行信用卡消费，当日单笔

满200元就享20元优惠，满400元就享40元

优惠，以此类推，直至满800元及以上就享

80元优惠。

没享受到百伦百货的优惠也不用沮

丧。 据工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11月下旬至明年1月初，工行将在

成都王府井百货、时尚百盛、茂业百货（春

熙店和盐市口店）、万象城、伊势丹、天虹

百货（高新店和红牌楼店）不间断推出信

用卡刷卡购物优惠活动， 单笔消费满1000

元即可享受100元优惠，以此类推，最高可

优惠400元。

唤醒休眠卡 给你返现金

还记得iPhone6上市时的疯狂吗？在美

国，果粉们通宵达旦排长队；在中国香港，

有人愿花上万元订购；在成都，第一个冲进

专卖店的人也拿不到现货。

如今，在工商银行，你不仅能非常轻松

地买到iPhone6和iPhone6� plus两款最新的

苹果手机，还不必一次性付全款，每个月只

用花一顿朋友聚餐的钱就足够了。昨日，工

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上述负责人表示，客

户只要登录苹果官网工行专区订购， 享受

工银信用卡分期，“最长可以分12期，没有

任何手续费。”

据了解，iPhone6目前的官方售价为

5288元~6888元，iPhone6� plus的官方售价

为6088元~7788元。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

都选择分12期购买，iPhone6每期所需费用

不超过580元， 而iPhone6� plus最高也只有

649元。

据了解，在“宇宙银行”今年最后一

波优惠活动中，除了买iPhone6，包括买车

或做家装，同样可以选择分期。据该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 从本月起至明年1月31

日，在百安居的金沙店和科华店，持工行

信用卡做分期， 可享受到6期0%、12期

2%、24期5%的特别优惠费率， 且单笔消

费不低于5000元，还有额外最高4000元的

现金折扣。

同时，如果你在通安、强生、长征等5家

4S店购买指定车型，信用卡分期额达到8万

元，也有加油卡赠送。

想换iPhone6�来工行分期购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怀抱。

从此，大三巴牌坊、妈阁庙、渔人码头等成

为内地游客经常光顾的旅游景点。昨日，工

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行与澳门航空长期保持合作， 近日再次推

出了畅游澳门的活动，“三天两晚的套票，

每个人最低只要1990元。”

据介绍， 这次的畅游澳门特惠价从

即日起执行到今年12月31日， 客户不仅

拥有一张直飞澳门的往返含税机票，还

能在指定酒店住宿两晚， 而跨过三天的

旅游时间， 足够你将澳门当地的知名景

点一览无余。

上述所有优惠信息，请详询95588。

（杨斌）

畅游澳门 每人最低不足2000元

水井坊携手米其林

共同探讨如何持续改变世界

———水井坊美酒亮相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

“汇聚财富，得益人生”

———成都银行，助您轻松实现理财梦想

广发分享日再掀名品半价优惠风暴

昨日（11月11日），万科高级副总裁肖莉在

朋友圈正式发出一封“告别万科”的辞职信，证

实了自9月份以来的离职传闻，也为她在万科的

“黄金二十年”画上句号。

对于辞任后的去向， 肖莉并没有离开地产

行业， 她将成为一家互联网房地产O2O整合服

务平台———房多多的合伙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万科在公司

内部关于肖莉的离任知会文件中表示， 肖莉已

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安排离任前的相关事项，

2014年底前，都将在万科继续履职。有业内人士

人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肖莉的离任，是互联网

思维对传统房地产行业的又一次完胜。

万科总裁郁亮发合伙人邀请

据记者了解， 万科给予了肖莉极高评价，

“她不仅是万科职业经理的杰出代表，也是万科

文化最好的阐释者和传承者之一。”

万科董事长王石也对肖莉表示支持，并称，

“与投资人打交道是你（肖莉）的强项，在一个

自己所擅长的领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价值，

这不正是职业经理人追求的目标吗？ 这是万科

职业经理人价值的体现。”

事实上，互联网早已改变了房地产。作为传

统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 郁亮曾多次参观

小米等企业， 并在万科30周年张家界答谢会上

公开表示，要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万科。

在此次肖莉提出辞职加盟房多多后， 郁亮

则从合伙人角度提出合作邀请。他表示，万科作

为一家传统企业， 在积极融入互联网，“未来我

们的合伙人范围会越来越宽泛，那时希望你（肖

莉）成为新的合伙人。”

据悉， 肖莉即将加盟的房多多是一家互联

网房地产O2O整合服务平台。 华创证券高级分

析师杨现领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中国

卖新房的互联网房地产电商， 近几年经历了两

个发展阶段：一是媒体电商，以搜房为代表，通

过前期优惠卡等方式为新楼盘蓄客， 实质并没

有深度介入交易；二是渠道电商，最近很热，比

如房多多、好屋中国等，它们的商业模式和媒体

电商不同，面世后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变化。

杨现领分析称，房多多的商业模式，即整合

经纪公司的客源，通过这些客源去购买新房，销

售成功后，再向房地产开发商收取佣金，给经纪

人奖励。不过，他认为，虽然房多多的渠道整合

这条路走得不错，在二、三线比较分散的城市可

以得到很好推广， 但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中介市

场集中度高，预计这种模式将承受较大压力。

房地产行业与互联网相互渗透

公开资料显示，1994年，肖莉在君万风波之

时，离开成熟的跨国企业三菱，来到万科。2014

年，在万科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企业，并积

极布局海外市场打造跨国企业之际， 肖莉再次

选择离开。肖莉为何在此时选择离开？

对此，外界有观点认为，这是郁亮在“去王

石化”，打造自己的班底。猜测起于今年3月份万

科的一次高层重大调整。彼时万科公告称，公司

除续聘郁亮为总裁，谭华杰为董事会秘书外，聘

任陈玮、王文金、张旭为执行副总裁，分管人力、

财务、运营。在此之前，万科的执行副总裁有9

人，调整后仅剩3人，肖莉从执行副总裁改任高

级副总裁。不过，万科内部人士告诉《每日经济

新闻》记者，这一猜测并不成立，肖莉负责的工

作并没有变动，只是万科减少了法定高管人数。

对于离职原因，肖莉表示，进入房多多，“和

一群年轻人分享他们创业的历程。 我将回到我

二十年前那样的一个大空间， 每天穿梭在一群

年轻的小伙伴中间，跟他们一起挥洒汗水，分享

喜怒哀乐。”对于她而言，这是一种“充满激情

和勇气去尝试和追逐新事物”的力量。

在郁亮想要为传统房地产行业引入互联网

思维的同时，互联网也在积极融入传统行业。今

年9月， 房多多联合创始人兼CTO （首席技术

官） 李建成撰文称，“创业者进入传统行业搞

O2O创业，要么自己是行业专家，要么团队成员

是行业专家”。在他看来，做互联网的人在短时

间内无法成为传统行业专家， 而且房地产行业

极为复杂，仅旁观，要付出时间和金钱成本，而

得到的仅是“隔靴搔痒的经验”。

因此，“这是一个代表性案例。”杨现领称。

在他看来，条件变了，企业家也要改变赛道，这

种职业转换在未来会非常普遍。 未来传统开发

企业、经纪公司、金融机构的一线高管将源源不

断地进入新创业公司，参与到行业变革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白亚静

在11月11日这一全民网购狂欢日里， 龙湖

地产也出手“抢货”。

昨日上午， 龙湖地产以总价5.7亿元成功竞

得成都金牛区金泉街道办事处何家社区两幅地

块，总占地面积约92.3亩，土地用途为住宅兼商

业。这是龙湖地产继今年2月份拿地后的再次在

成都市场出手。当时，成都龙湖在金楠商圈拿下

36亩地块，与金楠天街仅一街之隔。时隔8个月，

龙湖地产再次出手。

资料显示， 何家社区两幅地块位于百川路

以东，为连襟地，总面积92.3亩。其楼面均价分别

为4320元/平方米、4820元/平方米。此前，成都

保利曾在该片区拿下206亩土地， 开发别墅产

品。规划显示，龙湖所拿两地块计算容积率仅为

2.0，且建筑物最高点相对地面高度不大于50米，

地块周边社区氛围也较为成熟， 两宗“姐妹连

襟”地块极具打造低密产品的可能性。

目前， 龙湖地产在成都的在售项目有金楠

天街、世纪峰景、时代天街、小院青城、悠山郡5

个项目，截至目前今年全年业绩已达36亿元。成

都龙湖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出手标志着成都

龙湖再次加码城西， 进一步完善成都市场的布

局，预计在明年上半年，以高端住宅的业态补充

现有产品线。

本报记者

互联网再撼房企 万科元老肖莉加盟房多多

有业内人士人为，万科高级副总裁肖莉的离任，是互联网思维对传统房地产行业的又一次完胜

网购狂欢日 成都龙湖拿下两幅地

新闻链接

万科高级副总裁肖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