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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笔者从位于西安中路47号的快

贷中心获悉， 今年随着财付通与支付宝等

互联网金融战的加快， 很多商业银行贷款

周期延长的情况相比2013年有增无减。怎

样让贷款享受更低利息，省钱又轻松呢？笔

者与快贷中心杨琳共同探讨行业发展与贷

款难等焦点话题。 想要贷款的读者可拨打

快贷便民金融热线028—87739768进行免费

咨询。

抵押放大

150%

银行利息

5

厘

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 快贷中心根

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银行贷款5厘的贷款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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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商铺放大150%。而且

一抵双贷，额度更高。通过快贷中心VIP通道

还可以办理10年先息后本。

按揭房、按揭车也能办贷款

“只要你有按揭房，就能办理贷款。无

需抵押和担保，放款快，额度高。车贷低至3

厘多，还有随借随还卡160万元，而且按天

计息， 不用不产生利息， 一次办理终身使

用，贷款不足还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弥补。

而且单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快贷中

心杨琳介绍说。快贷开通的VIP通道凭借合

同房也能办理利息5厘的银行贷款、而且抵

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 方便快捷最快当天

就能到账。

应急借款，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房、抵押房（含住

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请应急借

款， 速度快， 半小时就能拿到钱， 额度高达

100%，方式灵活。在快贷中心大厅，笔者看到

心急火燎赶去的张女士，她正被资金问题急得

焦头烂额。通过朋友介绍，张女士拨通了该中

心7×24小时一站式贷款咨询热线：028—

87739768，当天中午就凭按揭合同房拿到了应

急贷款50万元。

（张蒙）

贷款专家帮你快速贷款 享银行贷款利息5厘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三人租豪车转手变卖

“隐身”GPS暴露行踪

三个一起毕业的同学聚在一起准备做

生意发财，可缺乏启动资金怎么办？于是三

人采用“假租实卖”的招数，在不到半年的

时间，在成都锦江区多家租车行骗了7辆奔

驰宝马等豪车，将其低价卖到了外地。就在

三人准备大干一番时， 警察的手铐却先到

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特意将车的GPS

拔掉掩人耳目， 可车内的另一台备用GPS

“出卖”了他们……13日，锦江公安分局莲

新派出所通报此案， 熊某等三人因涉嫌合

同诈骗被起诉。据了解，半年时间，熊某三人

利用这种“假租实卖”的形式，成功得手7辆

豪车，价值200多万元，并以低价格迅速转

手，从中赚到了近100万元。目前警方已经从

山西、吉林等地追回了4辆赃车，剩余车辆还

在进一步追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今年10月初， 住在金牛区营门口辖区的

何先生早上起床时发现， 自己的裤子连着放

在裤包里的几百元钱和机动车钥匙一起不翼

而飞，出门一看，车也被小偷一同顺走。何先

生随即拨打了110报警。

仅仅过了一天，何先生早晨出门时发现，

被偷走的车居然被还了回来， 钥匙被放在了

车内，车体没有严重损毁，不过反光镜和保险

杠疑似被撞坏。难道是恶作剧？一方面摸不清

状况，一方面又很郁闷的何先生再次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勘察后发现， 行车记

录仪内不仅记录下了窃贼的大量对话， 还还

原了车被盗后的整个行车轨迹， 甚至连两个

窃贼都现身镜头， 容貌拍了个清清楚楚……

“我们都觉得无语了，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奇葩

的小偷。”民警说。

本月10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金牛警方

处观看录像后发现，两名小偷不仅在开着行车

记录仪的情况下闲话人生，还大聊特聊如何骗

人买车，甚至互相吐槽。为了弄个好卖相，两人

甚至专程将车开到了华阳某个工地洗车，并在

行车记录仪前秀身材，面容也被拍了个正着。

最后，民警在眉山和双流将两人挡获。目

前，两人因涉嫌盗窃已被刑事拘留。

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 两名小偷为唐某

和罗某，均为22岁，四川人，目前没有工作，在

网吧打游戏结识后一同作案。

唐某等人交代，案发当天凌晨，他们翻窗

入室盗走何先生的几百元钱后， 觉得财物太

少， 于是拿着车钥匙在附近乱按找到何先生

的车后，便“顺道”偷走，准备卖点钱。

没有驾照的两人随即驱车前往华阳销

赃，但因为驾驶技术不过关，在高速路上错过

了路口后，逆行发生交通事故，撞坏了小车的

后视镜和保险杠。之后，两人在摆弄车内仪器

设备时不小心打开了行车记录仪， 后续言行

便从此被完整记录。

因为没能成功销赃，唐某两人天真地以为

只要将车送回便不会被警方追究，于是便偷偷

又将车开回了何先生的住处，最终暴露行踪。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启用新举措， 发动全员共参与……彭州

市城管局在今年着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

理，农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昨日，成都商报

记者从彭州市城管局获悉， 彭州今年全面深

化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学习推广“美丽乡村”

示范村庄建设以及其他区县在散居院落治理

的工作经验，围绕“美丽乡村”创建和“百

村”容貌整治工作的开展，坚持“抓群众、抓

宣传、抓文化、抓考核”的四大原则，深入挖掘

城乡环境治理工作亮点， 发动村民全民改造

居住环境，为打造彭州“绿色、文化、时尚、开

放”四大名片提供环境保障。

发动群众全情参与

宣传模式很给力

彭州市城管局今年的农村工作突破过去

镇、村出资出力的循环圈，结合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走基层，各镇、村先进党员带头组织

坝坝会、村民大会，甚至采用进门入户、“一对

一”帮扶等深入群众，记录心声，将民众意愿

全面纳入农村工作发展方向和内容， 从根本

上保障群众参与度。

此外， 积极围绕落实百村容貌整治和

“美丽乡村”创建，实行了严格的网格化卫

生自治管理制度， 通过卫生评比以奖代补，

发放管理资金，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达

到优化资金利用和全民动员的效果，实现了

“房前屋后村民自己做， 公共区域有人管”

的和谐。

彭州市城管局还群策群力， 通过城管人

自己参与主持，与彭州电视台合作录制《说城

道事》，让城乡环境成为彭州人茶余饭后的热

议话题。与此同时，还利用“彭州城市管理”

官方微博的导向作用正面宣传彭州市城乡管

理工作。目前，该官方微博粉丝“橙子”已达

16000个，与网友互动1653条……网友在微博

上建言献策，投诉反馈，让农村工作渗透至群

众的各个年龄层。

奖惩较真

建立“双结合”考核机制

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彭州市城管局

还建立了“双结合”考核机制，实现奖惩较

真。对年度各镇、村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情况考核在去年的基础上秉承更公开、公

平、公正，严格奖惩，提高各镇、村的工作积

极性。

利用当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日常巡查督

查和镇、村自查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城乡环境

问题库。不仅每周各镇上报自查问题报告，彭

州市治理办还将根据自查问题对各镇、 村城

乡环境进行跟踪督查。并用奖励与惩罚结合，

补足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短板。 据彭州市城管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起，该季度考核引

入第三方测评，年度考核列前3名的镇分别奖

励30万、20万、10万， 连续两年名列前三的镇

则分别追加5万元、3万元、1万元奖励。“有奖

自然就有罚， 对治理工作表现最差的3个镇，

则分别扣减年度预算经费20万元、15万元、10

万元， 并执行约谈程序， 还要按要求认真整

改。” 至于年度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表现

最差的10个村，将被列为“城乡环境综合治

理最差村”，并在彭州电视台和《今日彭州》

上曝光。

四方传承

乡村文明和环境治理巧妙融合

此外， 彭州市城管局还深入挖掘村落传

统文化内涵，融入院落环境治理，通过传承村

落道德文化，修建院落道德广场，将环境与文

化合二为一，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通过每季

度评比文明之星、道德之星等方式，将环境治

理与平安小区、 治安防控、 计生工作全面协

调，实现村民文明生活与乡村环境融为一体。

如采取结合“三美”，提升新农村建设软

件设施；融合乡村旅游，展现自然生态特色；坚

持产村相融，建设现代农业等。现在，龙门山镇

就依靠“宝山旅游”的文化内涵，通过充分提

升环境融合能力，打造生态垃圾池、生态旅游

特色沿线和生态风貌塑造， 镇容村貌明显改

观， 成功将乡村文明和乡村旅游融为一体。葛

仙山万亩油用牡丹基地， 敖平6万亩川穹GAP

基地，小鱼洞、磁峰、丹景山等沿山丘陵5万亩

猕猴桃基地建设，“一线一品”示范线打造，又

使得现代农业示范产业和农村环境的融合相

得益彰。

谢汀 朱琳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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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起 二仙桥东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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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南充人郑明强放下手中

的墙面刷后， 又出门了， 赶着出门修水

管。现在，他做着三份工作：工地看门人、

工地杂工以及水管修理工， 每天工作10

多个小时，只为了儿子能够多20%“生的

希望”。

郑明强永远记得，2012年农历12月

初8，这一天，3岁的儿子患上了他眼中的

“小儿癌王”———神经母细胞瘤。

由于在外地打工，郑明强的儿子一

直在外婆家中。12月初8，4岁的小远吃

过晚饭后， 突然出现肚子痛的症状。第

二天一早，郑明强的妻子罗海燕带着小

远去附近的医院治疗， 没有查出病因。

当天， 小远被带到当地市医院进行检

查，虽然没查出结果，但医生推测可能

是肾母细胞瘤或者神经母细胞瘤。随

即，郑明强辞掉在广东一家皮包厂的工

作，赶回成都。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小

远最终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三期

（高危组）。

更让郑明强夫妇难以接受的是，这

种疾病的治愈率不高。“远儿的治愈率，

如果不做自体移植的话， 只有20%到

30%。”

今年5月，为了给儿子筹措干细胞移植

手术的费用，郑明强远赴拉萨打工。在拉

萨，郑明强打了三份工：工地看门、工地

杂工以及水管修理工。郑明强说，这样高

强度的工作， 每个月可以挣到5000元左

右。然而，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预计需要

花费15万左右，郑明强每月的工资，距离

凑齐这笔费用，还差得太远。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一名医生

称，如果不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小

远的治愈率可能在20%到30%左右，如果

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 治愈率可能

在40%到50%左右。“大约会提高20%左

右的治愈率。”

成都商报记者 胡挺

欲搭班车却遭卷进车底

大妈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超市提供免费班车接送顾客，本来

是一件方便群众的好事，家住东光小区

的缪大妈老两口每个月都会坐好几次

这样的免费班车，前往欧尚超市高新店

购物，但昨天上午9：45左右，这位59岁

的大妈却不幸卷进班车车轮下，抢救无

效去世。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女士

称， 当时在此等免费班车的至少有20多

个人，自己也是等车者之一，大家已经等

了快20分钟， 所以看到这辆车牌号为

“川AE1085”的班车驶近路口时，不少

人都心急地向前拥去。“当时车还没有

停， 正在路口转弯， 前门与后门都还未

开，那个大妈一直跟在前车门边上，并用

手抓住前门一路小跑。可能是手滑了，她

突然就倒在了地上。 另一位目击者秦女

士说，当时大家都在喊“碾到人了”，班

车才往后倒了一点。”

120救护车很快赶到现场， 解放军

452医院的急救医生称，当时伤者已经瞳

孔放大，嘴巴发乌，生命体征微弱，送回

医院后经过抢救仍然回天乏力。 在缪秀

芳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写着：“车祸

伤，胸腹部损伤。”目前司机已被公司停

职，接受交警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李惠

对于新的交通组织方案，需行经二仙桥片区

的驾驶员该如何绕行呢？任效植进行了详细解读。

“社会车辆在二仙桥路口只能左转！”任

效植提醒，从建设北路出城的车辆，可提前在

圣灯路路口右转，经圣灯路、东郊记忆东路、杉

板桥路、十里店路，在十里店路与二仙桥北二

路交叉路口左转进入二仙桥北路片区。除了圣

灯路，走建设北路一线的驾驶员还可以右转进

入刚刚通车的建功路，经建设南支路左转上杉

板桥路实现转换。“圣灯路、东郊记忆东路是与

二仙桥东路平行的道路，前往龙潭立交、成南

高速方向的车辆同样可经这里，通过杉板桥路

转换。”任效植说。

需要通过二仙桥东路进城的车辆，任效植

推荐的绕行方案是：在二仙桥东路与杉板桥路

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杉板桥路，在杉板桥路与

东郊记忆东路路口右转， 经东郊记忆东路、圣

灯路最后到达建设北路。从二仙桥北路进城的

车辆，可经二仙桥路口右转，通过地勘路、建设

北路完成转换。

“尽量更远端绕行，避开拥挤路段！”除了以

上绕行方案，任效植建议广大驾驶员。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云贵川联销 “天天乐”

（

22

选

5

）第

2014309

期

开 奖 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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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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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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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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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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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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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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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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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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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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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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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球号码：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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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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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2195

元。 二等奖

81

注， 单注奖金

164521

元 。 滚 入 下 期 奖 池 资 金 额

215841500

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

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309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

号码：

382

， 全国中奖注数

5873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

排列

5

中奖号码：

38288

， 全国中奖注数

36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兑彩票

成都

今

/

多云间阴

7℃～17℃

偏北风

1-3

级

明

/

阴天有小雨

9℃～16℃

偏南风

1-2

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今日尾号限行

5� 0

采用新举措 发动全员共参与

彭州市城管局着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父亲打3份工

只为多给儿子

“生的希望”

销赃不成 笨贼还车送上破案线索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为了保障地铁7号线二仙桥站、成都理工大学站主体

结构工程的顺利实施，维护施工路段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今年11月20日至明年10

月10日，二仙桥东路（建设北路三段路口与二仙桥东路交叉处至杉板桥路口）禁止

机动车通行，公交车、出租车、持证的区间车除外；二仙桥西路（建设北路三段路口至

地勘路口）机动车在围挡两侧通行，实行由东向西单向交通；地勘路（二仙桥西路口

至文德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向南单向交通；文德路（地勘路口至建设北路三段路

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向南单向交通。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

从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

三环路三瓦窑桥和北东风

渠桥外侧主道将于今晚

（14日） 至11月30日开始

进行桥梁伸缩缝维护，施

工时段为晚上10:00至次

日清晨6:30， 途经该路段

车辆请减速慢行并保持安

全车距。

任效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为方便禁

行区内居民的交通出行， 此次交通组织允

许公交车和出租车驶入禁行区。同时，对居

住或工作于二仙桥东路铁路下穿隧道至杉

板桥路口之间的市民及该区域内的单位，

下周起可前往交警五分局为汽车办理施工

区域通行证。

办证时，居住于此的市民，需提供汽车

行驶证、身份证，若身份证上的家庭地址不

在该区域，还需要提供居住证明。工作于此

的市民，则需提供单位证明及汽车行驶证。

另外， 该区域内的单位可凭单位证明为车

辆统一办证。

制图 冯成

地铁7号线二仙桥站位于建设北路与二仙

桥东路交叉路口处，车站呈西北、东南方向布

置。车站总长214米、标准段宽度22.3米、端头井

宽度为26.4米。 市政配套高架桥全长380米，宽

16米，双向四车道。车站与高架桥重叠部分长

214米，车站以西83米，以东83米。二仙桥东路、

建设北路设置双向跨线桥，预留进出城左转匝

道；二仙桥跨线桥全长600米，建设北路跨线桥

已设计，本次在原来基础上延长200米，双向4

车道，与地铁车站叠建。

市公安局交管局科规处优化科民警任效

植介绍，11月20日，地铁7号线二仙桥站的主体

工程将率先打围施工， 地铁7号线成都理工站

及节点立交工程也将陆续打围。

按市建委统筹意见，二仙桥车站主体及跨

线桥施工共分三个阶段，采用明挖和盖挖结合

的施工方式。车站主体打围后，需封闭路口南

北向交通，围挡两侧，最窄处（路口东南角）受

既有建筑影响仅能保证5.2米，混合1车道，其他

施工路段保证5.5-7.5米， 混合两车道通行。二

仙桥路口（建设北路三段路口与二仙桥东路交

叉处）进口车道数由现状14条减至6条，通行能

力将折减60%左右，路段通行能力将折减50%，

交通影响较大。

影响/� �二仙桥路口通行能力折减60%

交通组织/� �二仙桥东路机动车禁行 出租车、公交车除外

任效植介绍， 由于地铁7号线二仙桥车站

主体及成都理工大学站打围后， 二仙桥东路、

二仙桥路口通行能力大幅削弱， 故以削减路

口、路段交通量及弱化路口转换功能是站点施

工期间的临时交通组织思路。

施工期间，二仙桥东路（建设北路三段路

口至杉板桥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出

租车、持证的区间车除外。二仙桥西路（建设北

路三段路口至地勘路口）机动车在围挡两侧通

行，实行由东向西单向交通。任效植提醒，无证

的社会车辆行驶至建设北路与二仙桥西路路

口后，不能右转只能左转。

同时，交管部门将打开二仙桥西路与地勘

路交叉口，按T型路口组织交通，机动车可以在

这里左转， 承担部分二仙桥路口的转换功能。

此外，地勘路（二仙桥西路路口至文德路口）

实行由北向南单向交通，文德路（地勘路口至

建设北路三段路口）实行由西向东单向交通。

任效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交管部门将在

文德路、地勘路、二仙桥东路增设4套电子警察

设备，抓拍闯单行道或禁行区的车辆，“被抓拍

者将因为违反禁止标线，被罚款100元、记3分！”

绕行/� �通过性车辆建议远端绕行 避开拥挤路段

区间车办证/

市民、单位可前往交警五分局办证

>相关新闻

机动车禁行路段示意图

闯单行道

禁行区

会被罚款扣分

犯罪嫌疑人洗车的场景被记录下来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