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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各大航空公司
千方百计想在这个暑假“套住”更多客
源，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包括国航、川
航、西藏航空等航空公司纷纷开辟加密
成都始发的旅游线路，目的地包括广东、
云南和内蒙古等地。

开新线路 成都直飞“粤东门户”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民航业今年上
半年利润已超2014年全年水平。近日举
行的2015年全国民航年中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传出消息，截至6月底，全行业共完
成运输飞行408.2万小时、174.4万架次，
同比分别增长12.2%和8.7%，旅客运输量
2.1亿人次，同比增长12.5%。行业半年利
润已超2014年全年水平，创历史新高。

而在高利润的背后，各大航空公司
面对暑期这个巨大的蛋糕，纷纷布局，拼
航班、加密航线、推特价。

国航将于7月16日开通成都目前唯
一一个直飞广东惠州的航线，每天1班。
惠州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之滨，是广
东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岭南名郡”、“粤

东门户”的美誉。四川与广东两地经贸、
旅游往来由来已久，但航线主要集中在
广州和深圳，成都至惠州航线的开通将
使两地交流更加方便、快捷。

据悉，该航线由国航西南分公司使
用空中客车A319客机执行。

藏航、川航新开云南、内蒙古航线

此外，记者从西藏航空了解到，7月
15 日起，西藏航空还将开通两条航线
——一条是成都至大理，另一条是成都至

丽江，这两条航线均为旅游精品航线，由
于出发返回时刻较好，将会成为上班族周
末去云南休闲的理想选择。目前在成都飞
大理航线上，东航、国航和祥鹏航空均有布
局；成都飞丽江航线上，也有国航、祥鹏航
空、成都航空、昆明航空、川航、山东航空等
9家航空“驻守”，竞争可谓“白热化”。

记者昨日还从川航获悉，川航近日在
成都新开通了两条至内蒙古航线：一条是
7月8日新开通的成都至呼和浩特至海拉
尔航线；另一条是7月9日新开通的成都至
通辽至海拉尔航线。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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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专业贷款服务机构（以下简称
品信）表示，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前
往品信了解，也可以拨打便民贷款
服务热线86203336咨询。
■贷款利息低至3厘，抵押放大150%

品信总经理杨总表示，品信致
力打造首个成都市利息低、放款快
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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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厘，最
快一天放款，还款方案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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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
者购买了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
款。免抵押，及时审批，当天放款，享
受超低银行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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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信开通的
绿色通道凭借合同房或者是车辆登
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而
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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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朋友
介绍，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拨通了
品信贷款热线：86203336，当天下午
就贷到了300万元。

帮你快速贷款——品信
当天能放款 银行利息8折

品信专栏

航企“加班”布局成都 争抢暑假客源

酷热夏天，是吃肉的淡季。然而让不
少市民意外的是，最近的猪肉价格已逆
市上涨。昨日，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
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以来，成都
市猪肉零售价格出现上涨，并于近日创
出新高。

记者走访成都多家菜市场、养殖户
等发现，市场猪肉普涨近20%，生猪出栏
价格上涨 30%左右，不少养殖户正在紧
张准备加栏。业内人士表示，“新猪周期”
即将到来，生猪连续两年亏损后开始筑
底反弹，行情将持续至年底。

逆市上涨 7月份肉价贵过春节

“这几天猪肉涨得太凶了。”家住红
星路附近的李女士几乎每天都要逛菜市
场，对于近期的猪肉价格，她表示疑惑，

“一般六七月吃肉的人比较少，价格也会
比较稳定，现在却比要灌香肠时的春节
还贵！”

“这半个月猪肉价格一直在涨，已是
这5年来最贵的了。”昨日下午3时，在安
居天涯菜市场，几位猪肉商家正凑在一
起议论今年的猪肉价格。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的监测数据
印证了这一现象。监测发现，7月5日成都
市场猪肉平均零售价格已涨至26.19元/
千克，高于今年最低价4月份9%，价格创
2014年2月以来18个月新高，也是近4年
同期价格的最高值，上涨势头明显。

肉价止跌 养殖户借钱补栏

猪肉价格究竟为什么上涨？养殖户
更能说明情况。

“主要是价格跌得太久了，去年冬天
许多养殖户淘汰了大批母猪。”来自邛崃
市的养殖户王玉华告诉记者，该批母猪
的淘汰导致上半年存栏生猪数量减少，
也就导致目前出栏生猪数量减少，市场
供求变化影响猪肉价格。

王玉华的说法得到印证。来自国家统
计局成都调查队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
调查样本能繁母猪存栏量9.32万头，同比
下降14.0%，散养户、规模户、生产单位分
别下降28.4、8.4、15.3个百分点。

“现在生猪的出栏价涨了三成。”来
自崇州的养殖户赵国喜告诉记者。在采
访中，不少养殖户对下半年行情表示看
好，正在着手准备下半年的加栏，甚至有
养殖户已经准备借钱“加仓”。目前，仔猪
价格也已经上涨近百元。

肉类协会：下半年维持上涨行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较于猪肉，市
场上的牛肉、鸡肉、兔肉等价格稳定，鲜有
变化。那么，猪肉上涨行情会持续多久？

“以往我们常说猪周期，现在猪周期
有了新变化。”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猪周期是猪肉价格
的循环周期，循环轨迹一般是：肉价上

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
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
肉价上涨，“现在有亏损周期被拉长，盈
利周期被缩短的趋势。不过现在可以确
定，亏损周期结束了，猪肉价格步入上升
通道。”

“按照以往规律，猪周期一般为‘一
年涨一年平一年跌’。”成都市肉类协会

秘书长黄萍赞同上述说法，她表示，上一
轮猪肉行情中，传统猪周期已经失灵，

“2011年上涨，2012年平稳，从2013年开
始，猪肉价格跌到了今年3月。”

对于后市，黄萍认为，下半年将维持
上涨行情，一是上半年仔猪、生猪价格齐
涨；二是下半年节假日增多，消耗较大。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叶燕

传统“猪周期”失灵？
肉价淡季大涨 养殖散户借钱“加仓”
业内人士表示，“新猪周期”即将到来，预计下半年将维持上涨

传统猪周期
一 般 为一 般 为 33

年年，，一年涨一年一年涨一年
平一年跌平一年跌，，如此如此
循环循环。。

目前猪周期
传统猪周传统猪周

期开始失灵期开始失灵，，现现
在有亏损周期在有亏损周期
被拉长被拉长，，盈利周盈利周
期被缩短的趋期被缩短的趋
势势 。。20112011 年 上年 上
涨涨 ，，20122012 年 平年 平
稳稳，，从从 20132013 年年
开始开始，，猪肉价格猪肉价格
跌到了今年跌到了今年33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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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买够网是第一次专门做西藏那曲虫
草特卖会，许多市民都很期盼，我要亲眼看
到虫草，亲手挑选虫草才放心。”上周三，买
够网产品经理高伟和特邀虫草专家作为特
卖会活动专员一起飞赴那曲，把关特卖会
虫草的质量。

刚刚抵达那曲，高伟就发了一条微信：
“老了。还记得年轻时玩的那个游戏——半
条命，现在真的剩半条命了。”

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那曲，高伟
出现了高原反应，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他
马上在饭店租了一台小型供氧机，吸着氧
气赶往虫草交易市场选虫草。

当地人交易虫草 打手势谈价格

那曲每年新采挖的虫草大多被集中
到虫草交易市场，然后再批发到全国乃
至世界各地。“这几天虫草交易市场很热
闹，许多人带着刚刚采挖的虫草来交
易。”高伟说，他在一个已从事虫草生意
20余年的一手供应商店里看到，有两人
正在交易虫草。卖家带来的虫草，虫大草
短、个头饱满、通体金黄色，品质极好。供

应商看了货后很满意，两人便用袖子挡
住其他人，在后面打手势谈收购价格。

“刚才交易的虫草是今年刚采收的头
草，大概是5月下旬至6月初采挖的。”该
供应商告诉高伟，从今年各地的虫草批发
价来看，玉树虫草和川草略有下降，而那
曲虫草略有上涨。“一分钱买一分货，那曲
虫草之所以价格更贵，是因为其品质和营
养价值更高。”

运气不好时，一天挖不到一根

随后，特卖会活动专员在当地人永
忠旦僧的指引下，来到了位于巴青县江
绵乡的虫草采挖基地，这里海拔4700米
左右。由于已经过了5～7月最密集的挖
草季节，现场挖草的人已经比较稀少。

“那曲虫草只有获得了采挖证的当地人
才能采挖，每年虫草采挖季节，我们这里
的中小学都会放假。”据介绍，有些挖草
群众上山挖草，一两个月才下山，有时候
运气好，走几十里山路弯上百次腰，一天
能挖到几根虫草，有时候运气不好，一天
一根虫草也挖不到。

买够网产品经理飞赴那曲亲手选虫草：
“那曲头草，色正体满干度刚刚好”
买够网那曲虫草特卖会本周五开幕，4折买那曲头草，电话预约送黑枸杞

“那曲虫草比
玉树的还要高个
档次，干度真的有
97%吗，我能不能
现在就预订点？”

“我报个名，
你们的活动我放
心，我老伴长期都
在吃虫草，以前都
是托人从西藏带
回 来 ，现 在 方 便
了 ，直 接 来 特 卖
会，看清楚了质量
再下单。”

上周五，成都
商报买够网将于
本月 17 日起举办

“2015 年首届那曲
虫草直销特卖会”
的消息见报后，读
者朋友高度关注，
纷 纷 拨 打 热 线
86626666 咨询。买
够网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是在一
年一度的虫草采
挖、出新草之际，
买够网举办的首
场那曲虫草感恩
特卖会，产品经理
高伟和特邀的资
深虫草专家亲赴
西藏那曲，把关虫
草品质。由于是那
曲原产地直供，没
有任何中间环节，
所以相同品质特
卖会的价格很便
宜，市民将以低至
4 折的直供特价，
购买到那曲头期
虫草。

世界上已统计的虫草有上百种，
但能叫做冬虫夏草的却只有一种，其
主要分布在海拔4500～6000米的
西藏那曲、海拔3000～4000米的青
海玉树以及海拔2000～3000米左
右的四川甘孜阿坝一带，人们通常按
产地称之为那曲虫草、玉树虫草或川
草。其中，因海拔高、日照足，世界公认
那曲地区是特优级冬虫夏草出产地，
品质及价值更高。在业内有“冬虫夏草
出西藏，西藏虫草数那曲”的说法。许
多至尊一级虫草，都产自那曲。

买够网产品经理
一边吸氧一边选虫草

时间：7月17日～20日10：00～17：00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大慈寺斜对面，原
锦江区政府大院背后，红星路二段成都十七中后面）
公交：3、4、6、8、20、37、49、
58、81、98、152、154路均可
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
红星路二段方向步行几分钟
即到
咨询电话：028-86626666

“那曲虫草不好买，这么好的机会
我肯定不会错过。”上周五，“2015 年首
届那曲虫草直销特卖会”的消息见报
后，买够网产品咨询热线86626666几乎
就成了“虫草专线”。截至昨日下午6点，
已有百人报名本次特卖会活动。

家住郫县的房阿姨昨日打进热线
说，她老伴的身体差，一直吃虫草滋补。
然而市面上虫草的价格十分高昂，她一
直在买够网购买，“这次是品质更好的
那曲虫草，我很期待。”

“只有市场价格的4折，真是太实惠
了！”打进热线的刘女士说，她正打算买
几盒虫草送客户，看到本次“那曲虫草
直销特卖会”活动，赶紧停手，专等着周
末来买了。

据买够网客服负责人潘小姐介绍，
来咨询那曲虫草特卖会的市民中，有的
是想买来送给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市民
是由于自己或家人刚动过手术，想买来
滋补身体，在这次特卖会上购买虫草，
能够省下一大笔钱，非常划算。

“从这几天的报名情况来看，市民
对本次那曲虫草特卖会相当期待。”活
动主办方表示，为回馈热情的市民朋
友 ，即 日 起 ，凡 拨 打 买 够 网 热 线
028-86626666 报名参加本次特卖会的
朋友，到达特卖会现场即可获赠柴达木
野生黑枸杞礼包一份（20 克），每天限
100 份礼包，送完即止。此外，凡特卖会
期间购买虫草的市民，那曲挖草群众还
将送上哈达一条。 （余兰）

报名送黑枸杞 百人打来电话

1、每一头虫草都产自西藏那曲，
是世界上公认的高品质虫草；

2、每一头虫草都是今年新鲜采
挖的原生态头期虫草，直接从挖草群
众手中收购并精挑细选；

3、每一头虫草都是精品虫草，色
正、体满，高营养、无穿签、无死草、干
度达97%以上；

4、特卖会现场，那曲虫草全部散
称，正宗实惠，只要4折。

从上周三到本周一，经过几天的考察
谈判，特卖会活动专员最终选定了当地的
一家一手供应商作为本次买够网那曲虫
草直销特卖会的供货商。届时，该供应商
将以特价为买够网特卖会供货，各规格那
曲头期新草从 198 元/克～418 元/克不
等，由于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特卖价只相
当于市场价的4折左右。

“虫草越新鲜，营养价值越高。我亲
手为特卖会挑选的虫草色正体满营养
高，而且干度达到 97%，保证是新鲜正
宗的那曲头草。”高伟说，经过一个多月
的晾晒，目前那曲头草的干度是最适宜
的，再早点，或许还没有那么干，再晚
点，又会受潮，因此想买高品质那曲头
草的朋友可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了。

4折 那曲虫草直供买够网

2015年首届那曲虫草直销特卖会特卖会四大特色特卖会四大特色

那曲虫草好在哪里那曲虫草好在哪里？？
买够网产品经理高伟（左）抵达那曲虫草交易市场

新鲜的那曲虫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