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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19个月，小米
科技昨日终于发布了小
米手机5。记者发现，此
次发布会上的主视觉
PPT里，“小米为发烧而
生”的定位前加上了“探
索黑科技”五个字，这是
小米科技5年来首次在
其定位上加入前缀。

随着小米联合创始
人黎万强于去年10月份
正式回归，小米科技在
2015年底对外放出了
2016年将着重探索“黑
科技”的信号。本月初，
小米科技宣布成立探索
实验室，研究VR、机器人
等前沿技术。

而在业界看来，5年
后的小米科技正在向外
界放出一个信号——将
在手机、电视、路由器三
个自身产品线外，进行
另一个维度的升级，即
从发烧到探索未来科技
的内核升维。

雷军首度解密小米背后“黑科技”
紧逼苹果 小米支付呼之欲出

招 聘
●聘海德堡机长.机助81704646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保洁服务
●宏艳优家政钟点保姆85558426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急收15902878988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律师服务

.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一张（川财0602， 编号
0101249054）遗失作废

●周成全位于武侯区永丰路24号8
栋5单元2楼9号房屋产权证（监证
号：成监0044801）遗失。
●邹玲遗失四川经济管理学院毕
业证51345520010600112现作废
● 成 都 聚 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510109000549479)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范超 （身份证号：5134251990�
02250218）驾驶证遗失
●王宇峰律师执业证 （号：
15101200211707514）遗失
●川A4T98V丰田灰色汽车，车架
号LFMA8E2A5F0127297,发动机
号L126711于2016年2月16日被盗。

●李汶亭身份证 (号:5101061988�
02181828)于2016年2月22日遗失

房屋租售
●天府广场旁西御大厦22楼140平
出租，电话：13183886280

酒楼·茶楼转让
●春熙路酒店转让13982072996

餐馆转让
●温江黄金地段650平火锅天然气
低租金急转13981734599
●营门口450平火锅13908044114
●转盐市口烤涮店18108193807
●陕西街300铺低转15908136068
●低转财大旁汤锅13350071039
●急转通气旺火锅13881799278

店 铺
●和盛东街400平转18628033500
●梨花街旺铺出租13608093458
●九里堤商铺出租13320987039

●紧临春熙路商业圈黄金口岸200
平旺铺转可餐饮18981956669

招 商
●农场转让或合作18908030785

厂房租售
●什邡工业用地转13708080288

●高升桥旺餐优转15198235755
●盐市口青石桥旺铺宜火锅中餐
烤鱼18081077710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金堂县城工业园新厂配行吊及
办公用房出租13398185737
●龙潭工业园厂库房2000平可分
割及办公室配套齐全842091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新都工业区3000平米标准厂
房出租刘先生13881810959
●新津3000厂房租15528272687
●成飞厂库房出租18408222208
●贾家8千厂房出租13808062436
●东三环汽修4千平13096373365
●动物园旁1200平方米厂房出租，
汽修优18011387100
●转崇州白塔湖旁承包16年熟地
20亩宜种植13558753527隋小姐

急差资金：银行额度翻番
利息3厘找快贷

在银行、小贷公司、融资中介中，快贷网
是帮助创业者从银行拿到资金的便捷融资
渠道之一。快贷网最近联合成都市 40 余家
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不仅贷款额度
提高了一倍，贷款利息更是低至3厘。

如果你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
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
一样，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
可以放款。有资金需求的读者，可致电快贷
网（电话：028-66623666），半小时内有客户
经理提供上门服务，免去你东奔西跑递申
请、等额度的烦恼。
当天放款：助你起跑梦想

“我已经工作了近十年，始终惦记着我
的创业梦。”工作稳定的王女士说，经营一家
古朴雅致的书店已在她脑海中构思了很多
遍，但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流动资金。

王女士咨询了很多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朋友觉得如果王女士自己去找银行贷款，不
仅要等很久，额度也很低。在一位朋友的建
议 下 ，王 女 士 打 通 快 贷 网 电 话（电 话 ：
028-66623666）。很快，快贷网的客户经理通
过公司后台直接向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在
没有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当天下午王女士
就拿到一家银行40万元的贷款。
无门槛：助你多方找资金

今年，快贷网拓宽小微贷款投放广度，
将服务对象扩大到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
和自然人。目前，快贷网和合作的银行对客
户不设置任何门槛，有无抵押都可以拿到
5000元~200万元不等的银行资金。

快贷网还推出了包括信用、保证担保、
动产抵押、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
式的贷款品种。利率上，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银行贷款利率8折、最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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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商铺放大 150%，且一抵双贷。
随借随还，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

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昨日发
布，比尔·盖茨以 5200 亿元（以下
均为人民币）财富蝉联全球富豪榜
榜首，巴菲特以 4500 亿元跃居第
二，拥有 1700 亿元财富的王健林
则超越李嘉诚首次成为华人首富。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 月
15日，61岁的王健林以1700亿元
的财富超过李河君，夺回内地首富
宝座，同时超过李嘉诚首次成为华
人首富。而在全球富豪榜上，王健
林排名第21，比去年上升12位。

王健林之后，马云家族凭借
1400亿元财富位居内地富豪榜第
二，宗庆后家族以 1250 亿元居第

三，其后依次是马化腾、雷军、严
昊、李彦宏等。让人意外的是，北京
超越纽约，首次成为“10亿美金富
豪之都”，榜单中有 100 位富豪都
居住在北京。

也有一些富豪的日子不再像
去年那样好过。在 2015 年的胡润
全球富豪榜中，汉能掌门人李河君
凭借 1600 亿元财富成为内地首
富，但近一年来由于公司股票遭遇
连续暴跌，其财富也缩水至430亿
元。此外，位居内地富豪榜第七位
的李彦宏夫妇，虽然财富仍高达
825亿元，却缩水28%，名次下滑两
位。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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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小米金融生态

小米5昨日带着诸多“黑科
技”出世。

按照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
长兼CEO雷军的说法，小米5运
行速度“快得有点狠”。因为该款
手机搭载了去年12月上市的高
通骁龙820的处理器。之前外界
猜测，小米5迟迟没有发布的原
因，就是在等这款处理器。

另外一个被雷军点赞的黑
科技，是小米5采用了全功能
NFC技术。在现场，雷军通过小
米5全功能NFC技术实现了用手
机刷公交卡和充值功能。该功能
不仅能实现绑定银行卡用手机
刷卡消费，还可以通过NFC连接

硬件设备传输文件。
与苹果公司上周发布的

Apple Pay仅支持支付功能相
比，NFC技术使小米手机的便利
性和延展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不过，发布会前被炒得很热的小
米支付“Mi Pay”并未出现在此
次发布会上。但值得注意的是，
小米已在发布会前承认收购了
第三方支付企业捷付睿通。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显示，捷付睿通于2016年1月
20日完成股权变更，变更后，小
米科技持股65%；随后，捷付睿
通法人代表也已变更为雷军，变
更时间在2016年1月27日。工商
资料显示，捷付睿通许可经营项
目包括全国范围内互联网支付、

移动电话支付、银行卡收单。
此前，有网友曝光了小米科

技的一组指纹识别新专利。从专
利报告上看，小米实现识别指纹
的方式是通过手机屏幕，也就是
说，用户只要将手指放在屏幕任
意位置就能识别。有媒体猜测，
指纹识别技术配备NFC技术，已
经为“Mi Pay”做好了铺垫。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Mi
Pay”绝不是小米购买第三方支
付最重要的理由。坐拥1亿多用
户，背后有小米钱包以及整个金
融服务生态系统，在拿到第三方
支付资质之后，未来除了小米手
机，各类小米体系内的硬件都能
够迅速到达支付入口，或将与支
付宝、微信支付形成竞争局势。

持续加码线下渠道

对于2015年没有发布一款
旗舰手机的小米科技来说，外界
带来的压力远大于产品研发本
身。去年底，雷军在小米科技年
会上直言，“过去的一年我们实
在过得太不容易了”。

而在过去的2015年里，中国
手机行业最醒目的大事当属小
米增长放缓与华为出货量过亿，
促成这一局面的因素很多，其中
就有线下渠道。

原本定位于“电商品牌”的
华为荣耀在2015年开始全面渗
入线下。截至2015年7月，华为荣
耀进驻200家苏宁易购线下门
店，苏宁还将帮助荣耀全面进入
三、四线市场。依托不断布局销
售渠道，华为到2015年12月给出
了出货量过亿台的成绩。

而从昨日的发布会来看，小
米已经明显加强线下渠道建设。
据悉，小米5将同时在小米网、小
米之家首发。雷军在发布会上也
讲到了小米与苏宁合作，苏宁
COO侯恩龙到场站台，小米4S
将于3月1号在苏宁线下首发，在
苏宁各门店销售，雷军说，“这对
卖几千块的线下品牌将是个极
大的打击。”成都商报记者 庞
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张斯

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 王健林成华人首富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发布小米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