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点现“爆仓”

快递员日派件最高超300

成都双十一快递昨迎首轮进港高峰，分拣投递高潮或将持续到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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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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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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度可达200

万元，且不需要做任何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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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四川企业100强前16名榜单

上年

名次

今年

名次

企业名称 地区

营业收入

(

万元

)

利润

(

万元

)

资产

(

万元

)

从业人数

2 1

长虹电子集团 绵阳

9156167 -12404 7166906 72071

2

中铁二局集团 成都

8296440 1005 7199807 20811

1 3

新希望集团 成都

7789271 166401 5911583 81184

3 4

成都铁路局 成都

7718842 4263 47187730 117252

5 5

五粮液集团 宜宾

6309445 906507 7019365 48000

6 6

华西集团 成都

4887600 48442 3813236 43251

11 7

川威集团 内江

4752855 28142 4194220 17218

8 8

通威集团 成都

4611678 105972 1323989 22536

7 9

东方电气集团 成都

4545393 28854 9274065 28116

13

9

10

12

10

11

12

13

科创控股集团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

中石油川庆钻探

四川宏达集团

成都

成都

成都

德阳

4517354

4415614

4344832

4035897

361000

-117350

1529

81732

4610000

9801699

4615130

3391936

28916

27489

69980

20499

14

17

14

15

16

泸州老窖集团

科伦实业集团

中移动四川

泸州

成都

成都

3853574

3507583

3361270

89268

137974

390330

8186379

2011323

4467972

28422

21075

27030

四川企联会长邹广严：

川企自主创新投入不足

四川省企业联合会会长邹广严昨日表

示， 四川大企业近几年自主创新能力有所

提升，但投入和后劲明显不足。

邹广严还表示，目前四川大企业中很

少有国家级、世界级品牌。他认为本地企

业首先要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改进产品外

观设计、包装质量与售后服务等，不断提

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质量形象与市场竞

争力。

其次，他建议四川企业要及时、规范地

进行商标、商号注册和企业商誉保护，积极

推进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注册与宣传。最后，

要注重培养优秀企业文化， 为企业提供持

续发展动力。

2014四川企业100强昨日出炉，百强企业实现利润396.94亿元，比上年增长8.52%

长虹跃居首位，增收百亿亏损1亿

酒企净利下滑，五粮液仍然最赚钱

昨日，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发布“2014四川企业100强”榜

单，以2013年企业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四川共有63家国企、

37家民营企业上榜， 入围门槛也由上年的15.02亿元跃升到

16.84亿元，增幅为12.12%。

今年，四川长虹以915.62亿元的营收，从去年的第二位跃

居第一位。 中铁二局、 新希望集团营收分别为829.64亿元、

778.93亿元，位列第二、三位。与上一年相比，长虹营收增加

112.5亿元，但增收并不等于盈利，2013年长虹净利润为-1.24

亿元，相比上年，利润增长率为-176%；营收排名第五位的五

粮液集团2013年净利润达90.65亿元， 稳居净利榜第一名；中

国移动四川有限公司、科创控股集团分别以39.03亿元、36.10

亿元位居净利榜二、三名。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入围门槛升至16.84亿元

成都铁路局资产总额最高

昨日，2014年川企百强榜揭晓，今年百强榜的入围

门槛由去年的15.02亿元跃升到16.84亿元。其中，四川

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营收915.62亿元位居第一，

成为榜单中唯一营收超900亿的巨头。中铁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829.64亿元、

778.93亿元位列第二、第三位。其中，中铁二局为首次

上榜，新希望集团则由去年的第一位跌至了第三位。

另外， 此次百强榜入围企业营收总额14566.51亿

元， 占当年全省生产总值的55.47%， 略高于2013年

54.7%的贡献率。 榜单还显示，2014四川百强企业的资

产总额达23078.28亿元，较上年增长15.40%，其中资产

总额最大的仍然是成都铁路局，达4718.77亿元，较上

年3915.90亿元同比增长20.50%。

国企增两席达63家

民企人均利润为国企1.56倍

作为省会城市， 成都企业依然在全省占半壁江

山。“2014四川企业100强”中，入围企业最多的地区

依然是成都，有56家，其营业收入、利润、资产、纳税总

额、 从业人数分别达 9320.69亿元、254.77亿元、

17258.39亿元、421.64亿元、93.08万人， 分别占四川百

强 企 业 总 和 的 63.99% 、64.18% 、74.78% 、58.60% 、

70.20%。榜单显示，百强川企的地域分布与各市州经

济发展状况基本一致。

此外，国企仍然是四川百强企业的主导力量，继续

保持着重要行业的优势。“2014四川企业100强”中，国

企有63家，比上年增加了2家，占百强企业总数的63%；

民营企业有37家，同比减少2家。但数据显示，民营企业

的人均销售（营业）收入、人均利润分别是国企的1.45

倍、1.56倍。这意味着，从反映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指标

分析，我省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有明显优势。

盈利能力稳中趋降

资产负债率上升约两个百分点

来自四川企联的数据显示，“2014四

川企业100强” 共实现利润396.94亿元，

比上年增长8.52%。同时，它们的人均利

润为2.99万元，同比增长14.12%。记者梳

理发现，此次入围的百强企业中，在2013

年实现20亿元以上利润的仅有4家，分别

是五粮液集团、科创控股集团、中国移动

四川有限公司、成都银行。

不过，四川企联也分析认为，百强企

业效益虽在提升， 但盈利能力却稳中趋

降。例如，“2014年四川企业100强”的收

入利润率为3.35%、资产利润率为2.13%、

资产周转率为63.12%， 较上年的3.42%、

2.23%、65.26%均有所下降。在衡量企业盈

利能力的重要指标———资产负债率上，

川企百强的资产负债率已由上年的

55.38%上升至57.46%，这说明，企业负债

在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创新动力不足

研发投入比最低仅0.0031%

� � 创新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但根据四

川企联的分析，我省的百强企业在研发费

用的投入上仍显不足。数据显示，“2014四

川企业100强” 中有78家企业申报了研究

开发费用指标，总额为232.09亿元，平均每

家企业2.98亿元。78家申报企业中，2013年

研发费用超过1亿元的企业有43家， 较上

年增加5家，其中，新希望集团、长虹电子、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五粮液集团、中国东

方电气、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九洲电

器的研究开发费用均在10亿元以上。

但从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

例分析来看，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

在5%以下的有71家，仅7家企业投入比在

5%以上， 投入比在10%以上仅有成都飞

机工业集团,为13.98%，为川内最高，而研

发投入比最少的企业仅为0.0031%，大多

数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

酒企日子不好过

五粮液、泸州老窖利润均下滑

近两年来，受限制三公消费、倡导理

性消费等大环境影响， 国内很多知名酒

企都面临利润下滑问题。

作为四川酒企中的几朵金花， 五粮

液、 泸州老窖、 沱牌舍得此次也入围了

2014四川企业100强榜单，但它们的利润

均呈下降。

从排名上看，五粮液、泸州老窖、沱

牌舍得今年分别位列榜单第5、14、96名，

其中， 五粮液和泸州老窖排名与去年持

平，而沱牌舍得则跌落了37名。

从利润指标来看， 五粮液2013年利

润为90.65亿元，同比下降了10.23%；泸州

老窖2013年利润8.93亿元， 同比下降

10.6%； 沱牌舍得去年利润仅有3090万

元，下滑高达74.02%，同行业内几家企业

巨头同时下滑， 也成为此次榜单的一个

特点。

快贷投资专栏

数据解读

特点分析

业内观点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

悉，11月13日，成都市以航空快件为主

的顺丰、申通、圆通等快递企业进港到

达量开始激增，以陆运为主的中通、百

世汇通、韵达、天天等快递企业的进港

快递预计从14日开始陆续到达，15日

将进入中转、分拨和投递的高峰期。

昨日， 记者走访快递公司和网点

发现，已有网点出现临时“爆仓”的情

况， 而部分快递员的投递量也从每日

100件左右增长到300件以上。

货物量涨一倍分拣员喊手酸

昨日中午，在成都市某快递公司分

拨中心，各网点的运货车停在包裹分拣

处，工作人员不停将堆在地上的包裹装

入货车仓内。记者注意到，抵达的包裹

大多是11日上午之前发货的商品。一名

分拣人员告诉记者， 他所在网点位于

龙泉驿，正忙着装当天的第三车货物。

“下午还要来装一次，今天拉4车，估计

有4000多件。”“平时白天、 晚上各一

趟， 今天的量已经从2000件左右猛涨

了一倍，晚上回去肯定手酸。”

分拨中心急着将快

件分送出库，而收到快件

的网点却有点 “装不

下”。在成都理工大学的

圆通速递网点，5个3层高

的货架上放满了快件，地

上还有数个未拆封的编

制口袋，6名员工的身影

几乎淹没在成堆的快件

中。“等学生基本上取完

了再下班， 今天有得等

了。” 据了解， 该网点昨日派件量在

1200件左右，而紧挨在旁边的申通、中

通等网点，也都达到1000件以上。

每天超40万件包裹进成都

“网点派件员共有13个，今天全天

平均每人派送量要达到300多个。”上

述龙泉驿快递网点的分拣人员表示，

快递员日常平均投递量为100件/天，

昨天达到3倍。“他们都是熟手，派送速

度快。之前第二车拉回去的时候，他们

把第一车的货基本派完了。”

昨日中午， 百世汇通一门店的老

板黄先生开着一辆面包车抵达分拨中

心。“这是第二车了， 第一车有200

件。”等他装载完毕返回网点已是下午

2点15分。卸完货之后，黄先生叫了一

份外卖的炒饭， 等待送饭的过程中他

开始埋头给每一个客户发送取件短

信。而等到发完短信准备进餐时，炒饭

早已冰冷———此时已是下午4点。

记者从成都市多家快递公司处获

悉，14日、15日将是进港快递到达高

峰，而网点派件高峰更将持续到下周。

一家快递网点

的负责 人 分

析 ，“14日是

周五， 快递网

点最好能派完

当天所 有 快

件， 留足空间

堆放周末两天

的量， 而且做

好周一集中派

送的准备。”

据了解， 从13

日到15日，成

都各主要快递

企业的进港量

预计平均将超

40万件 /天。

成都商报记者

熊玥伽

以

2013

年营收排序

制图 余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