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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快贷专栏

快贷———帮您快速贷款

贷款利息低至3厘

企业、个人融资常遭遇融资难、

融资贵。 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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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厘， 最快一天放款。

读者可前往位于金牛区西安中路47

号的快贷中心， 也可拨打热线

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3

厘，放款快

在快贷中心， 多名客户正听公

司业务主管讲解最新银行政策。据

了解， 合作银行专为快贷中心配备

了放款额度， 能保证顺利放款。同

时， 中心还推出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最低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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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会根据客户实际情况， 在45家银行

中设计匹配出最佳贷款方案， 最高

可贷到150%。

贷款品种多样，最快当天到账

需要资金的人如有按揭房、车,

在该中心当天能拿到钱， 最高额度

可达200万元， 且不需做任何抵押。

该中心也可帮助客户获得短期应急

贷款，有速度快、额度高等特点，最

快半小时放款， 额度最高可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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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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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杂货生意的周先生希望扩大门

店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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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制冷85559505★87773336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电脑维修
●华仁电脑上门维修：84530189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麻将新方法147777727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低86259642空调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空调餐饮宾馆13880287135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豪运办照资质升级86531377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事
●王登俊川AFK712的灰色五菱宏
光小型普通客车，发动机号：
8EB2010745,车架号：LZWADA-
GA5ED034185于2015年6月8日在
温江区万春镇被盗。
●四川矗江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李
春彦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专
业：建筑，证书编号：00207 425，注
册编号：川251000822479遗失，声
明作废
●武侯区新红鹰家具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10107600391
833）遗失作废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国家税务
局、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1年7月27日核发给金牛区徐灵
巧塑料制品经营部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330722197701117928）及
营业执照副本（510106600612
054）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川AB069P,车主:何檑,因本人不
慎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商业险保险单, 保险单号
80501201551011402160, 保险单
流水号1410093189,声明作废.
●郑倩桐身份证户口本遗失2015
年2月签发510107199911231565
●唐伟(父亲)覃杨芳(母亲)之子唐

浩文于2015年5月20日在金牛区人
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510393641)遗失
●筠连县筠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解康泉二级建造师执业证书(专业
建筑,证书编号:01037055,注册证
书号:川251131496564)及证章均
遗失，声明作废
●津房他证他权字第0025169号
遗失作废。成都银行金牛支行
●保利心语四期1幢2单元22层
2203号房主黄山不慎遗失由四川
富通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0000168786号,声明作废.
●唐林位于光华大道三段118号34
栋-1楼83号车库产权证 (监证号
0447063)及土地使用证遗失
●唐小琼，性别：女，身份证号码
51392219851017530X建筑工程
工程师职称遗失，特此登报公告
●声明：西南石油大学李虹乐报
到证201510615203322丢失。
●郑光辉(父亲)王娟(母亲)之子郑
天乐于2006年10月24日在成都铁
路局中心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G510585225)遗失

身份证遗失
●黄诗慧身份证（511024196908
047124）于2015年6月27日遗失
●李泽玖 (身份证5101211961060
78012)货车从业资格证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石人二环独栋三层招租3000平
米，业态不限17761221214徐

土地转让
●天府大道南延线4公里处300
亩苗圃转让/联营13908022252

写字间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九里堤酒店转让13258194464

●转金沙优质茶楼13198568875
●茶楼16万超低转13808088772
●玉林550平茶楼转13880028212
●1200平火锅茶楼13558537722
●带停车场酒店转13980831698
●领事馆路茶楼转18908005557

餐馆转让
●河边餐饮可办公18190933381
●转武侯立交230平13684420666
●优转旺火锅店13808058468
●青石桥400平精装13981806770
●迎宾大道中餐转15281485140
●通锦路急转183餐18382087876
●科华北路400火锅18081999908
●洞子口火锅旺铺13908209676
●红牌楼247平旺餐15982028770
●510平中餐寻合作15002879016
●特好火锅旺铺转18982276107
●好口岸旺餐280平13072879016

店铺
●千余平超金口岸15286681888
●一环路950㎡临街旺铺招租,水
电气齐,有停车配套13982106086
●西三环外武青路侧机九路铺面
出租13881802299
●建设路饭店转18166361233
●春熙路商圈饭店18996536368

●玉带桥锣锅巷一楼临大街商铺
265平可餐饮13909203598黄

厂房租售
●转2400㎡汽修公司带汽车租赁
二手车销售等资质13882221518
●机投2千标准厂房13060000277
●郫县厂库房出租18080882350
●温江2600平厂房13982171079
●双流食品厂转让15928161528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新都工业区2070平米标准厂房
出租刘先生13881810959
●全新标准厂出租13808013982
●成温路厂房出租13709007865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永宁镇厂房出租13628029426
●成洛路厂房出售13608228987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温江厂房独院13880338698

招商
●租沿河景幽宾馆15828341107

从成都飞北京， 成都市民也可体验

一把有空中巨无霸之称的空客A380了。

昨日下午2时30分许，全球最大的客

机空客A380搭载着450多名旅客从北京

飞抵成都。 南航将使用这款飞机执飞北

京-成都航线， 此举也使成都机场成为

北上广深之后， 内地又一个停靠空客

A380的机场。

业内人士分析， 成都与北京之间商

务、旅游人员往来频繁，作为全球最繁忙

航线15强的京蓉航线， 可以说是一条黄

金航线，各大明星机型云集，保守估计这

条航线每年运送旅客超过300多万人次，

此外南航正在成都筹备基地航空公司，

此举也凸显其对成都市场的重视。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空客A380客机

拥有“成都造”元素，其前起落架舱门组

件就是由成飞公司生产供应的。 作为全

球最大的客机，空客A380究竟有何魅力？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作为本地独家媒体探

秘了机舱。

客舱探秘

上下双层可载客506名

昨日， 搭乘空客A380返蓉的成都白

领曹先生一出客舱门就大加赞赏，“宽

体客机确实飞行得更加平稳， 噪音也很

小，感觉很舒适。”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成都机场停机

坪， 见到了这个全球最大的飞机———双

层四引擎客机：全长72.73米、翼展79.15

米、高达24.07米，飞行距离可达15000公

里， 两层客舱的总面积达到550平方米，

相当于3个网球场。从机头来看，像头大

鲸鱼，目测有8层楼高。

空客A380是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研制生产的四引擎、550座级超大型远程

宽体客机，有空中巨无霸之称。据了解，

最高密度座位安排时可承载850名乘客，

南航A380是典型三舱等配置（豪华头等

-头等舱-经济舱），可承载506名乘客。

最引人关注的是豪华头等舱。8个命名

为“铂金”的专属私密空中厢阁，电动座

椅可180度放平，成为一张长2米、宽83厘米

的床。记者注意到，即使是经济舱，也配

有液晶显示触摸屏＋遥控器的配备，硬

制坐垫比普通机型座椅宽敞了20%以上。

空中巨无霸

停靠时需要3桥对3门

此次其实算是空客A380客机第二次

来访成都，此前的2008年5月31日，该机

型曾运载了2000余顶救灾帐篷首次飞抵

成都，当时停靠在远程机位，没有对接廊

桥。 而此次该机型客机来蓉是首次载客

运行，将停靠廊桥上下旅客。

“桥头摆多大的角度、预留多大的

安全距离， 都需要进行精准地计算与协

调。”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地服公司副总

陶驰在现场指着三头桥的廊桥告诉记

者，为了完善安全操作流程，机场方从6

月24日开始就在T2航站楼的162号廊桥

进行连续3天的实地演练，此前还专门采

集A380的数据对舱门位置进行演练。

“其他大飞机只需对接两个桥，而双

层的空客A380客机有三个客舱门， 需要

对接三个桥。 空客A380是第一次来到成

都机场停靠廊桥， 要保障这样一个庞然

大物，我们出动了100多名地勤保障清洁

人员，其中光清洁员就有40个，而普通客

机一般保障人员在20~30人。”陶驰介绍。

价格亲民

经济舱跟普通机型差不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去程成

都飞北京的客座率就达到了89%，受到了

京蓉航线旅客的热捧。成都飞北京航班上

普通头等舱38名旅客，经济舱412个旅客。

若想享受一盘空客A380提供的极致

享受得花多少钱？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

南航官网上查询发现，7月搭乘南航空客

A380从成都前往北京， 折扣机票确实还

不少，经济舱全价单程1690元，有不少折

扣机票价格为810元~1200元； 普通头等

舱全价为5070元， 折扣票价2000~3900

元；豪华头等舱价格全价为6760元，而普

通机型成都飞北京经济舱价格在1200元

左右。

南航空客A380

� �

南航是内地目

前唯一拥有超大型

宽体机

A380

的航空

公司。目前南航在广

州

-

北京、 北京

-

深

圳、广州

-

洛杉矶、广

州

-

悉尼航线上部署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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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A380

执飞。

南航

A380

机身

25%

由高级减重材料

制造， 其中

22%

为碳

纤维混合型增强塑

料（

CFRP

），

3%

为首

次用于民用飞机的

GLARE

纤维—金属

板。 这些材料的使

用，使

A380

这只“空

中大鸟” 体型虽大，

但重量轻， 强度高，

可以轻盈地在空中

飞翔。 同时，

A380

也

是高燃油效率飞机，

每百公里油耗不到

3

公升，仅相当于一辆

经济型家用汽车的

油耗。

国内航空公司

目前在飞的A380有5架

记者昨日从空中客车中国公司获

悉，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与空中客车

公司1日签订了采购45架空客A330系列

飞机的框架协议及意向采购30架A330

系列飞机的谅解备忘录。

空中客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法布里斯·布利叶说， 空客A330飞机是

中国大陆数量最多的宽体飞机。中国是

当今全球最重要的航空市场。相信中国

航空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目前，我国各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飞机超1150架，其中单通道的A320系列

飞机980多架， 双通道的A330系列飞机

150多架，另外还有5架A380飞机。

中国航材集团自 2002年成立以

来， 已与空客公司和波音公司签订了

21个批次1500多架飞机批量采购框架

协议。

新华社

巨无霸来了 空客A380执飞京蓉线

由南航投入运营，一次可搭乘506名旅客，单程机票全价1690~6760元

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首次全体理事

会6月30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会议通过

了联盟正式章程， 并选举了阿里巴巴董

事局主席马云等三人为联盟理

事会联合主席。

章程进一步明确了联盟中

多个利益方合作的治理模式。

根据章程， 联盟将成为推动各

利益方切实合作的平台， 帮助

各方应对互联网治理过程中面

临的挑战。

在本次大会上，马云当选联

盟理事会联合主席，另外两名联

合主席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

址分配机构首席执行官法迪·谢

哈德和巴西科技创新部负责信

息技术政策事务秘书维尔吉利

奥·阿尔梅达。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主任鲁炜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互联网发

展现状和治网实践。

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由互联网名称

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巴西互联网指导

委员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发起。 联盟

致力于建立开放的互联网治理解决方案

讨论平台， 方便各国讨论互联网治理问

题、展示治理项目、研究互联网问题解决

方案。

据新华社

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开会 马云当选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

新闻名片

新闻链接

摄影记者 张直昨日下午

2

时，南航

A380

载客飞抵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