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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S店太梦幻，卖飞机！
西南第一家私人飞机4S店亮相机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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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渤海银行B2B电商合作
平台成功投产，并实现与首家合作
网站对钩网的银商对接。通过该平
台，渤海银行将为客户提供虚拟账
户开立、账户充值、账户提现、订单
支付结算、资金监管、交易对账等
功能，大幅提升平台客户资金结算
效率，确保客户交易资金安全。

随着B2B电商合作平台的投
产和应用，渤海银行开启了与B2B
电商企业全面合作的新模式，其互
联网金融平台战略正在加快实施。
■打造线上渤海银行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
非网点、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已经成
为银行客户的普遍需求。

作为12家全国股份制银行中
最年轻的成员，渤海银行在互联网
金融创新方面尽显活力，将“打造
线上渤海银行”作为全行转型发展
的战略之一，在逐步完善其“好e
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

行、短信银行、智能银行等传统网
络渠道的同时，明确了互联网金融
平台战略，先是在今年4月推出直
销银行，又加紧布局电商金融服务
领域，推出了社区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和B2B电商合作平台。
■陆续将推出多个线上平台

据悉渤海银行本次电商合作
平台成功投产后，下一步，渤海银
行还将陆续推出互联网金融资金
存管平台等多个业务平台，使网络
银行业务从单纯的渠道替代向综
合服务、信息整合、多方共赢的平
台业务转型，不断扩展服务领域、
升级服务能力，成为渤海银行整体
发展的新动力。 （文/吕波）

这年头，著名的张哥都想到办
法贷款了，难道你还在因为生意缺
钱而困扰？不用烦恼，成都快贷投
资有限公司有办法。作为一家从事
贷款中介业务多年的专业机构，快
贷为缺乏资金的人士准备了多种
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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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可拨打快贷
VIP热线028-66623666咨询。
■一天拿到钱解资金烦恼

最近生意不好做，经营家装生意
的周先生也在想办法。上个月，朋友给
周先生介绍了一单写字楼装修的大生
意，但是需要先垫款买材料和家具，
急需50万元。周先生本来很高兴，可
是流动资金不够，又给他添了烦恼。

到了快贷中心，周先生的问题
一下子解决了。他先用车子抵押拿
到了50万元贷款，立刻把工程启动
起来。然后他又通过他的房产在快
贷中心拿到了低利息的抵押贷款。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放款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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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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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半小时放款，额
度最高可达评估价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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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1日，交通银行绵阳分行
涪城支行正式营业。这是交行四川省分行
在省内增设的第六家普惠型网点。

该普惠银行以中高端社区居民（包括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为目标客户，采用

“自动机具+客户经理”为主导，“线上”、“线
下”相互融合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网点面
积“小”、员工数量“少”、服务内容“多”、电
子化程度“高”的特点，通过延时服务、上门
服务、远程服务等便捷服务方式，以全新的

营销模式，融入社区，服务居民，增加客户
服务接触点，提高服务覆盖面，拓展获客渠
道，满足客户对贴近、便捷等服务新需求。

普惠银行是金融和服务的又一次完
美结合，也是将银行网点融入社区，普惠
百姓生活的一次探索。交行四川省分行将
不断完善各普惠型网点服务功能，将网点
与社区居民生活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让客户充分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的这
一品牌定位。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这个飞机好巴适哦，好酷炫！”昨日
在火车南站附近的4S店，室外水景展区摆
放的一架越野型飞机“翘楚”——美国
TOPCUB固定翼飞机，引来不少市民的
称 赞 。而 室 内 展 区 则 停 放 有 美 国
BELL206B3、美 国 罗 宾 逊 R22，波 兰 产
ZEN1等三架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飞机，
价格从130多万元到1500万元不等。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4S店还
设有飞机历史文化、模拟飞行、培训咨询、雪
茄室等相关功能区域，在采访中还是有一两
个自称是银行职员的飞行爱好者前来咨询
飞行员培训的事宜。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第六家普惠网点

绵阳涪城支行正式营业

急需贷款找银行
66623666帮你搞定

渤海银行布局B2B电商领域
加快实施互联网金融平台战略

说到私人飞机，你是否会觉得神秘高
端却又遥不可及？

昨日，西南地区首家私人飞机实体店
正式落户成都市机场路并开始试营业，该
飞机4S店由车商东创建国集团和驼峰通
用航空联手出资，成都人从此可以近距离
了解私人飞机魅力，不过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众多通用航空公司依然处于烧钱阶
段，如何找准赢利点有待市场的考量。

截至目前，在
西南地区像驼峰通
用航空这样的经营
性通航企业和通航
俱乐部36家，正在
筹建的有40家，机
队规模99架。其中，
四川地区就有14家
之多，不过这些企
业大都还处于烧钱
阶段。

此外，据《中国
大陆通航企业实力
报告》，作为我国航
空工业大省以及重
要的航空产业基地
之一，四川省的通
航飞机数量位列全
国第一，也是西南
地区通航企业最多
的省份。

不过，民航西
南管理局通航处处
长赖文强表示：“目
前四川90%的通航
企业都是不盈利
的，除了驼峰通用
航空和西林凤腾通
用航空之外，其他
很多经营遇到非常
多的难题。”究竟还
有哪些难题？“社会
的需求没有激发出
来，促进通航发展
的障碍还没有最终
解决，比如天空、油
料的供应、飞行服
务站的设置。然后
通航企业的赢利点
也很单一，低空旅
游前景非常好，但
是还没完全放开。”

（胡沛）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该体验
中心销售的飞机从一两百万元到几千
万元不等，品牌也包括了国际知名的贝
尔、罗宾逊等品牌，不过购买飞机后每
年的花费依然不菲。

“飞机可以托管在通用航空下，支
付托管费，包括油料费，机务费、飞行员
费等，每年费用是飞机价格的10%~
20%。以罗宾逊R22为例，飞机价值200
万元，年托管费约40万元，其运营成本
约为每小时4000元，而要想申请航线也
需要提前1~3天申请。”车成瑞表示。

东创建国汽车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
王福强表示，东创建国汽车在高档车领
域拥有客户资源，而驼峰通航则是目前
四川发展最快、机队规模最大的通用航
空公司之一。东创驼峰将依托两大股东
的优势资源，开展飞机销售、托管、维修、
商业租赁及飞行培训等全产业链服务。

不过，因为暂时还没有对外开业，
目前还没有产生订单。“这几天刚刚布
展弄好，已经有四川二级城市的四五个
意向性客户，准备联系试驾了。”王福强
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摄影报道

驼峰通航总经理车成瑞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国内的飞机销售大多都是在写字
楼里“看图看视频”完成的，一般不会有存
货，手续复杂，从预定到提货最快也要半
年。而现在这家还可以“真机展示、实机试
乘、手续办理”并且接受现机购买的形式，

“可以直接过户，一个月内就可办完手续，
直接改写了国内私人飞机的销售模式。”

同时，该4S店还可以对意向客户提供
“飞机试乘试驾”的服务，可免费就近在洛
带的直升机起降点试驾。

好酷炫
车商联手航企开卖飞机
售价130万~1500万元不等

好拉风
订购和现机过户两种模式
成都人可以体验飞机试乘试驾

谁在买
“说买私人飞机是炫富，其实并非

如此。”昨日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通用航
空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成都，直升机求
婚及旅游观光已渐成气候。截至目前，
以驼峰通用航空为例，总共名下有16架
直升机，其中有6架是托管的私人飞机。

据车成瑞介绍，购买私人直升飞机
的老板绝大部分是这样的特征：年龄层
次在四五十岁，所处行业基本上也是房
地产、能源行业、矿产这三个行业，而私

人飞机的买卖，买方几乎全都要求与卖
方签订保密协议。

他透露，买家基本上都是飞行的爱
好者。有一位家在内江的老板就经常坐
自家直升机从内江往返成都办事，而内
江和成都两地均有车接送，可以节省不
少的时间。很多成都的私人飞机买家，
去省内二级市场考察都打自家“飞的”
去，四川山地居多也为直升机走俏提供
了市场前景。

买方都要求签保密协议
房地产、能源、矿产老板最青睐

咋保养 维护运营费用不菲
每年托管费约为购机价格的一两成

四川通航企业
9成仍不盈利

昨晚，阿里巴巴集团公布第三季度业
绩，再次显示其强劲的赚钱能力。

财报显示，第三季度阿里收入人民币
221.71亿元，同比增加32%。经过调整非会计
准则下的利润达92.52亿元，同比增长36%。
阿里平台商品成交额（GMV）达7130亿元，同
比增长28%。另外，截至9月30日，阿里共持约
1057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当季产生现金
流136亿元。

据财报显示，第三季度，GMV同比增长

28%，约占当季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6%。这意味着，人们在购买日常消费品时，
每10元钱就有1元钱“贡献”给了阿里。

此前不久，阿里宣布将今年“双11”指挥
部移师北京，实施“杭州+北京”双中心战略，
此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阿里进军中国最大
自营电商京东的“老巢”。昨晚，阿里在财报
中表示，“双中心”战略旨在继续巩固一线城
市份额，并向二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扩张
入。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阿里巴巴公布第三季度业绩：

手持1056亿现金 平均每天赚1亿

东创驼峰私人飞机体验中心展示的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