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外业界人士的普

遍看法是， 中国通航产业

虽然已步入发展快车道，

但各种指标依然滞后，无

法满足民众需求。 即便此

前官方已发布消息，2015

年1000米以下低空将全面

开放，但因为欠账太多，行

业发展仍存波折。

来自珠海航展的信息

显示， 这一工作的推进步

伐显然在加快， 但具体时

间表并没有定论。 不少业

界人士和专家认为， 开放

低空并不是一味起死回生

的灵丹妙药， 而当前我国

通用航空产业界已经呈现

一定的“虚火”态势，值得

警惕。

中国民用航空局运输

司司长刘增禹在本届航展

上透露，截至目前，中国通

用航空企业总数已经达到

229家，筹建中的有198家，

在册通用航空器总量达到

1786个， 从业人员达到1.2

万余人， 我国通用航空行

业规模迅速扩大。 但他同

时也承认，“行业发展能力

等制约通用航空发展的瓶

颈因素依然存在， 系统环

境也有待改善， 未来几年

民航局将在简政放权等领

域持续努力”。

（胡沛）

除了国际公务机巨头开始在中国吸金

以外，中航工业也开始布局公务机产业。

今年3月， 以中航工业成飞为主体，联

合成都工投集团，中航工业沈飞、洪都、中

航国际航空发展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中航

工业公务机发展有限公司在成都挂牌成

立， 目前正在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

款大型高端喷气公务机“天马”，其总体性

能将达到国际同类型的先进水平， 预计将

于2020年完成首架试制，2022年获取适航

认证并实现交付。

本届珠海航展上， 首次展示了这个公

务机的1：10模型。 这款机型以涡扇发动机

为动力，驾驶舱采用两人驾驶，能乘坐9人，

预期目标是能够满足国内复杂地理环境下

点对点、 不间歇连续飞行和直达周边国家

及地区的公务飞行。显然，面对日益旺盛的

私人飞行需求， 中航工业也想在公务机领

域与国际巨头争夺市场蛋糕。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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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信金融专栏

正在举行的第十届珠海航展上，国内各大“小而美”的通用飞机和军事装备齐

齐亮相，美国赛斯纳、加拿大庞巴迪、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都把旗下主流机型拿来参

展。来自四川的十多家通用航空公司高管日前齐齐来到了珠海航展。昨日，四川一家

通航公司一掷2亿元，订购了10架AC311直升机，准备在川做飞行培训和空中游览。

非现金业务都能自助办

“超级柜台”亮相蓉城

申办一张银行卡、开通网上银行功能、购买

一份理财产品、 完成一笔转账……这些通常需

要在柜面办理的业务，如今都可以自助完成，且

速度快4~7倍。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农行四川

省分行获悉，该行率先在同业推出的“超级柜

台”近日亮相蓉城，首批“超级柜台”已正式上

岗，它们被安排在光华支行和金牛支行。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农行光华支行，看

见“超级柜台”就安放在营业大厅非现金区。整

个“柜台”比常见的ATM机略大一些，不仅有较

大的电子触摸屏和显示屏，还分别设置有二代身

份证扫描、 密码键盘、U盾提取口、USB插口、密

码信封提取口、银行卡出卡口、银行卡插卡口、自

助电话机、业务申请表输出口和输入口等。

在现场， 一位客户正在工作人员指引下申

请办一张储蓄卡。只见他掏出身份证扫描后，正

面的显示屏上便提示正在确认客户身份， 大约

20秒钟后，后台提醒身份已确认。

接下来，客户便在跟前的触摸屏上，按照指

引选择业务类型———开卡， 并输入了必要的基

本信息。很快，申请表便从“超级柜台”里吐出

来，上面不仅显示有客户基本信息，还有身份证

扫描信息，以及联网查询客户身份的证明。客户

手写确认后， 再从申请表输入口将其返回到

“超级柜台”。大约3秒钟后，一张新办的银行卡

便从银行卡出卡口吐出来了。

据农行四川省分行运营管理部相关人士介

绍，这是该行打破传统的银行业务处理流程，通

过人工智能触屏引导，在业内率先推出的“超

级柜台”，除了现金业务，它已经可以取代银行

网点现有的传统柜台， 业务办理效率较以前提

高4至7倍。该人士称，客户可在“超级柜台”上

使用二代身份证自主发起业务申请， 并可一次

勾选多项产品，后台成功后，会打印出综合业务

受理书，客户只需签名一次即可，省去了多项业

务多次签名的麻烦。

据了解，目前超级柜台涵盖了个人开卡、电子

银行、基金业务、理财业务、查询业务、转账业务、

特殊业务等50多项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这注定是令四川藏家们激动的一个

月———继收藏界泰斗马未都之后， 号称

“青花王” 的赵德均以及钱币专家李刚即

将开讲收藏实战。

下周六，由《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

闻》联合主办，华润置地（成都）独家承办

的“2014中国高端投资理财高峰论坛成都

站”第三场论坛即将开启，届时，有“赵青

花”之称的古瓷器鉴定专家赵德均将带来

古玩实物，以对比的方式，为藏家详细讲解

古玩鉴赏中的“诀窍”。

讲座期间华润在现场将展示优质大宗

资产项目，这些项目都有不错的商业潜力，

为投资者带来新的契机。

“

赵青花

”

讲古瓷

李刚说人民币收藏

11月8日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为四

川众多藏家、 投资者带来一场高屋建瓴的

艺术鉴赏讲座，“2014中国高端投资理财

高峰论坛成都站”第三场论坛，则将是一

场务实的收藏实战讲座。

赵德均在收藏界有着“青花王” 的美

称，他虽然只上了三年学，但玩青花陶瓷玩

成为川大客座教授；他在古玩收藏界摸爬滚

打20年，为收集宝物，经常与死神擦身而过；

数十年来，全部积蓄投入收藏中，家中随便

捡起一个青碗黄罐都价值不菲。国内不少古

玩艺术收藏机构也频频请其“掌眼”。

据了解，本次讲座，赵德均将带来一些

古玩真假赝品，通过比对讲解，现场为藏家

讲解古玩鉴赏的各种“秘诀”，投资者也可

带上自己的藏品，与赵老师现场交流。

除了赵老师之外， 讲座还有一位重量

级嘉宾———四川省收藏家协会钱币委员会

副主任李刚，这位从事钱币收藏、研究三十

余年的钱币专家。

在收藏当中，除了瓷器、书画等外，钱

币也是一个重要门类， 逐渐退出流通的人

民币也成为收藏品，近几年来，第三套人民

币大全套（27张）价格已从前几年的3万元，

涨到6万元左右，翻了一倍。本次讲座，李刚

会为藏家讲解人民币收藏的一些知识。

高端论坛持续火热

赶快热线报名

“2014中国高端投资理财高峰论坛成

都站”是成都华润置地倾力承办，回馈广

大蓉城市民的一次理财大餐。

今年以来， 华润在成都市场做了几件

大事，年初的“华润贺岁，马年钜惠”，打响

开年头炮；“万象十年，亿万钜惠”华润抢

房季，席卷五月；一己之力举办房交会“华

润首届商业房交会”，44天揽金15.8亿元，

提振楼市信心；举办的“华润首届万人购

房节” 如火如荼， 仅国庆七天就成交6亿

元，“在成都、住华润”的理念深入人心。

华润置地成都在9月就实现销售金额

50亿元， 成为成都市场首个完成全年任务

的一线开发企业。

下周六的第三场讲座， 由于是收藏实

战， 属于小范围的讲座， 安排的座位并不

多，有想要带藏品与“赵青花”赵德均和钱

币专家李刚交流收藏经验的藏家， 要尽早

拨打热线订票。

（文

/

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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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亿元拿下10架直升机

四川买家大手笔拓通航市场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赵青花”下周六坐镇论坛 现场学鉴别古玩

华润大宗资产展览，开启投资新契机

特别提醒

第三场论坛： 古玩艺

术品及人民币收藏实战

主讲人：赵德均 李刚

讲座时间：

2014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2

时

讲座地址： 成都华润

金悦湾会所 （成都市青羊

区清波路

77

号）

抢 票 电 话 ：

028 -

66726772

、

86516389

华润大宗资产 投资新契机

“2014中国高端投资理财高峰论坛成都站”

期间， 现场将展示众多华润的大宗资产项目。据

了解，2014年7月26日华润发布新的品牌战略，围

绕万象城打造精品商业品牌，集团决定将一些优

秀但零散的商业项目拿出来与投资者分享。

据介绍， 大宗资产指总价较高、 以商业为

主，涵盖豪宅及其他类型的不动产，他们的优势

在于商业开发更具前景、更能抵抗汇率变化、更

具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可持续发展性、 并具备更

高的融资价值。华润置地布局成都12年，本次展

示的旗下大宗资产项目涵盖7大业态，有教育类

资产项目，如已成型的金苹果翡翠城幼稚园、金

苹果博文幼稚园； 还有农贸市场、 万家超市资

产、会所式商业、独栋商业、分散在各社区的旗

舰底商资产以及顶级豪宅资产， 这些大宗资产

项目本身位于华润成熟的社区， 具有稳定的客

源、业态和租金，投资风险低，未来商业价值潜

力巨大，为投资者带来新的投资契机。

新闻链接

微信电话本火了

比它早的对手活得咋样

短短一两天，腾讯新推的iOS版微信电

话本手机应用就火了， 也成为智能手机用

户昨天普遍关心的话题。

利用数据流量进行语音通话， 微信电

话本在技术层面其实不是新鲜事物， 但之

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有业内人士向

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这是基于腾讯和微信

庞大的用户群， 大家关注微信电话本能否

像普通短信一样， 再次向传统电信运营商

的语音业务发起挑战。

截至昨日下午， 上线不到48小时，iOS

版微信电话本已经排在了App� Store（应用

商店）免费排行榜热门下载榜首，评价接近

2000份。 之所以此次腾讯发布的微信电话

本能在极短时间内赢得用户的关注， 与其

基于微信平台的强大用户群不无关系。据

记者了解，iOS版微信电话本在11日晚间正

式上线仅几小时后， 下载用户随即超过

2000万， 几乎依靠的是微信朋友圈内几何

级数的转发效应。

然而，微信电话本能走多久？梳理一下

早在微信电话本之前上市的其他一些类似

应用，或许能给我们以参考。

skype

———

作为一款国际流行的即时通讯软件，

skype最早在2003年创立。 在功能上，skype

具有视频聊天、多人语音会议、传送文件、

文字聊天等功能，和QQ、微信几乎相同。但

现在skype几乎是自生自灭。

Line

———

Line， 是由韩国互联网集团NHN推出

的一款即时通讯软件。 在使用和功能上，

Line和微信大同小异，在开通数据流量或连

接wifi条件下，可随时随地免费通话，也就

是微信电话本的“免费通话”功能。

facetime

———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 你一定对

facetime功能有所了解。 在wifi或开通数据

流量环境下，facetime可以实现苹果用户之

间的免费视频聊天。如果仅以美国、日本的

智能手机市场来看，facetime的用户不在少

数。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任翔

微信电话本

“

抢头条

”

追踪

四川最早的通航公司———西华通用航

空总经理李大军已是连续四届参加珠海航

展了， 其母公司四川中航通用产业集团昨

日同中航工业昌河飞机工业集团签约，斥

资近两亿元引进了10架AC311直升机，将

大举进入低空旅游、 空中游览和警务飞行

业务，此外还将进军低空培训市场。这也是

本届珠海航展四川买家的最大手笔。

四川中航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四川航空工业局下属公司， 尽管在四川

地区没有驼峰通航和西林凤腾通航高调，

但目前已暗自发力， 进军了通用机场投资

建设、飞行培训、通航作业、通用航空器代

理销售等多个领域。“这次购买AC311主要

是拓展新的利润， 做飞行培训和空中游

览。”李大军表示。

四川其他通航公司也不甘寂寞。 作为

成都最早的一家通航公司， 西华通用公司

最近也跑马圈地， 准备修建多个通用航空

机场， 其将在自贡修建跑道长1200米的通

航机场， 在攀枝花和巴中等地也准备选址

布局通用航空机场； 四川驼峰通航此次可

谓“千里走单骑”，用大卡车将自己的贝尔

直升机从成都运到珠海进行静态展示；四

川西林凤腾的传单也在多个场馆看到。

记者看到， 翔云通航等近10家四川通

航公司的老板， 此次全部扎堆出现在了珠

海航展。“现在，一架固定翼飞机一二百万

就能买到，直升机好一点的在千万元，而低

端的动力三角翼等小飞机甚至才几万块

钱。” 驼峰通航董事长车天发说，“目前通

航飞机的发展，会越来越普及。以后国人周

末打个飞的‘自由行’，是可以期待的。”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摄影记者 张直 张士博

中电科特种飞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总

部位于成都，11月11日起，公司筹备办公室

主任田满林带着自己从奥地利引进的两架

固定翼通用飞机首次亮相珠海航展。 据了

解，目前该机型已将生产线移到芜湖，而特

种通用飞机系统以及发动机研发与制造都

将在国内展开。“在过去的两天里， 很多专

业观众和公司都表达了想买小飞机的愿

望，本届航展已签下了26架飞机的采购意向

协议，如果开闸肯定会有更多。”田满林说。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11月11日，珠海

中航赛斯纳飞机有限公司向广州中恒集团

交付了首批两架赛斯纳奖状飞机， 在交付

酒会上， 台下出现了近10位四川老板的身

影，他们是专程从成都来珠海航展考察的，

其中一位房地产老板低调地表示，“来看

看，再货比三家，目前已有意向购买一款飞

机，以后自己开或者做飞机运营。”

而全球最大的公务机制造商之一———

德事隆航空西南地区销售总监谭吉方从布

展开始，每天都要起个大早。做飞机销售已

近8年，西南地区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他几

乎都“走”了个遍，“有兴趣的还是多，但最

终出手的还是比较少。”他直言今年的行情

可能不是最好，但去五星级酒店谈生意、坐

头等舱结识富豪、陪富豪们打高尔夫，已是

他必备的功课。

“今年来参加航展的四川买家还是不

少， 经常直接就是用四川话来问非常专业

的问题。”谭吉方说，每年在珠海航展都能

碰到不少四川人，今年特别多，其中一些隐

形富豪相当低调， 而他们一般要和制造商

签订保密协议，不能透露客户的信息。他告

诉记者， 稳定的公务机市场大门还正在开

启， 西南地区真正用于私人飞行的公务机

数量大约有19架， 成都地区至少占据半壁

江山。“未来几年四川富豪新增的私人飞机

肯定将要超过10架，主要以中小型为主。”

四川富豪组团看飞机、谈生意

四川一通航公司拿下10架直升机

成都“血统”天马公务机2020年完成首架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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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输 、公安执法 、医疗救护 、护林防

火、边防巡逻、抢险救灾等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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