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任志江 编辑 彭水萍 美编 杨英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财经·证券 11

“黑旋风”骤停摔伤资源股
大盘跟着栽跟头

2016年3月10日
星期四

快贷解决差钱烦恼
贷款利息低至3厘

同一家小微，同一个人，去年找银行借
款一共60次，累计借款金额2000万元，企业
年终盈利500万元。说起去年找快贷向银行
申请贷款的经历，胡先生说：“这种事情要是
自己去做，简直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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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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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等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行贷
款，只要资料齐全，当天就可以放款。有资金
需求的读者，可致电：028-66623666申请。
一年借款60次 快贷帮大忙

老胡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去
年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快贷帮助他向银
行融资。快贷根据老胡公司的特点，向他推
荐了一款按日计息、可以通过网银“随借随
还”的贷款产品，而且一次办理，终身有效。

据介绍，这种贷款用时才支付利息，不
用时银行不收利息。这样，既可以帮助老胡
这种小微企业节省利息开支、降低成本，又
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小、短、频、急”的借
款需求。
贷款就像用信用卡一样简单

目前，快贷网联合多家商业银行，在贷
款审批上，按客户信用评分来给予一定的授
信额度。在信用额度内，小微业主们和个人
可以随借随还，最小可以做到按天计算利
息，并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转账的方式
来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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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产抵押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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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商铺放大150%，且一抵双贷。

中国家电零售巨头国美此前正式宣布，
将于3月11日再次启动“黑色星期伍”大型促
销活动，通过正品、超低价、全品类优惠、专业
服务为消费者打造购物盛宴。各大厂家更是
推出多款超值特价产品——50寸4K LED彩
电仅售2599元，老板欧式烟灶套餐只要2799
元，10公斤1200转变频洗衣机仅售2999元
……特价商品库存充足，国美携手各大厂商
正积极备货，全面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

厂家大让利

国美“黑色星期伍”购物狂欢节创立于
2015年，旨在“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为
广大顾客打造低价商品、极优物流与优质服
务的消费节日。去年，国美率先提出“反向试
衣间”理论，以真机体验的方式让消费者享
受到了国美消费权益，创下了1.6亿元的销
售神话。今年国美也着力打造场景型体验式
卖场，为门店强力引流。为了筹备本次“黑色
星期伍”，国美与各大厂家进行了资源谈判，
各品类产品均提供大力度优惠，表示了对活
动的支持与期待。

彩电方面，创维作为国美多年来的合作
伙伴，在本次活动中承诺所有机型敞开卖、
不限量。50寸4K LED彩电仅售2599元，这款
机型全国统一价为2999元，经过成都国美业
务主管的不懈努力，谈下了如此优惠的价
格。43寸智能彩电仅售1999元；65寸2K智能
彩电仅售3999元，在国美门店购买创维彩
电，厂家还送精美礼品一份；并承诺送货到
家，半小时内上门安装。冰洗空品类中，格力
多年来一直与国美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
健康、除甲醛、智能等功能都是消费者在购
买空调时极为关注的问题，格力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同时也降价优惠，大1P变频节能挂机
低至2699元，3P变频时尚柜机仅售7888元。
海尔3月11日当天在万达旗舰店举办新品发
布会，10公斤1200转变频洗衣机只要2999
元，225升三门无霜干湿分储电脑冰箱也只

要2999元，购买海尔家电还送增值服务卡和
精美礼品一份。

除此之外，厨卫、小家电和3C品类也大
幅度让利，美的4升微电脑控制电饭煲只要
188元，老板欧式烟灶套餐只要2799元，
iPhone手机只要999元。更多优惠产品，3月
11日在国美都可以买得到。

绿色、品质、时尚商品受青睐备货充足

2015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传统
消费提质升级 新兴消费蓬勃兴起”的“新消
费”趋势，有关部门接连发布“新消费”与“消费
升级”的指导意见，为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确
立了消费结构的调整方向。而今年“3·15”前
夕，中国消费者协会进一步提出“新消费我做
主”的年度主题，为“新消费”保驾护航。

国美一直为“成就品质生活”而努力，对
消费行为、结构和商品都进行了全面解读，
展示了国美大数据工厂对消费需求的精准
洞察，在零售端为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依
据。今年，国美提出了“全渠道、新场景、强链
接”的战略行动方向，希望通过自身的变革
去抓住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本次“黑色星期伍”，国美准备了更多提
升消费者品质生活的优质商品，以更低的价
格和更高的服务品质，满足消费者当下的全
新需求。代表绿色、时尚、品质生活的家电销
量持续走高。空气净化器、净水器、高能效变
频空调、大容积风冷冰箱、大容量变频洗衣
机是极受消费者青睐的绿色环保品类。

国美与厂商开启了深度战略合作模式，

围绕“绿色、时尚、品质”三大趋势为本次“黑
色星期伍”活动进行备货。今年还将大力引进
智能设备，VR（虚拟现实）将成为重点发展项
目，并在国美线下门店打造VR智能体验区。
2016年对国美来说将是颠覆性的一年，但无
论怎样创新与发展，国美将永远坚持零售本
质，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让国美版“黑色星
期伍”再次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颖）

招 聘
●聘皮肤科五官科医生8335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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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张师傅搬家160元起85254162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价15390447970空调全二手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供求大串通
●成都广元宾馆旧电梯处理公告
87521229转8002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帐税审计工商13308040907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四川卓创时代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000000415197)遗失作废

●曹华均、张行持有成都恒大西锦
城2-1-1104号房收据0018167号
金额23153元遗失,声明作废
●李大臣身份证 (51292219701�
0295959)于2016年2月17日遗失
●丁广宁领队证 （证号：川
-00293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宏信捷贸易有限公司川A5�
C6U5道路运输证（证号：036427�
2） 和川A87Y10道路运输证（证
号：036427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天府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开
具给四川佳年华置地有限责任公
司发票(号码00138386)遗失

店 铺
●九里堤商铺出租13320987039
●红庙子三楼精装茶坊500平方米
出租，无转让费18608001018
●红庙子1-2楼1000平方米整体
出租，无转让费18608001018
●和盛东街400平转18628033500
●市内路口铺120平租64064097

●售人南三段旺铺17平85222379

房屋租售
●售内双楠商业房13608094422
●二楼商用房850平13547935630
●天府广场西御大厦年租写字楼
148平，电话：13183886280

酒楼·茶楼转让
●春熙路酒店转让13982072996

●230平茶馆转让13032881928

●北东街茶楼优转13568860114

●市中心宾馆转让13882145972

餐馆转让
●黄金路430平餐饮底商转让，
章先生，13072837929
●金口岸餐馆转让18228032547
●营门口450平火锅13908044114
●草市街156平汤锅13882286595
●土龙路中餐450平13684005539
●转盐市口烤涮店18108193807
●温江黄金地段650平火锅天然气
低租金急转13981734599
●200平火锅转通气13258133699
●解放路二段大型旺火锅转让
13730617769联系人：马先生
●洞子口火锅低转13908209676
●北1环路旺铺低转13708088519

厂房租售
●大小厂库房出租13881819112
●双流蛟龙6500平18982150904

●东三环汽修4千平13096373365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什邡工业用地转13708080288
●新都工业区3000平米标准厂
房出租刘先生13881810959
●新都6000库房租13908229586

●成都食品厂转让18030721618
●龙泉8千厂房出租13808062436

招 商
●南延线尾苗圃转13908022252

●农场转让或合作18908030785

●专业住房包租网zulaifu.com

●东门汽修招租或合作84798399

就在明天 国美“黑色星期伍”
超低特价强势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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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报，周一至
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订报电话：028-86516389。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昨日上证指数开盘就跌破了2900点，报

2839.41点，下探至2811.72点后企稳回升，午
后再度下行探至2811.72点，盘中跌幅一度超
过3%。此后沪指跌幅逐步收窄，尾盘收报
2862.56点，较前一交易日跌38.83点，跌幅为
1.34%。

深证成指走势较弱，跌209.58点后，以
9523.14点报收，跌幅达到2.15%。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300余只交易品种
上涨。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市涨停个
股不足20只。沪深两市分别迎来新股N昊志
和N司太立，首日涨幅均为约44%。

有色金属、钢铁两大权重板块领跌，且
跌幅均高达5%以上，成为拖累股指走弱的
主要因素。煤炭板块跌幅也达到了5%。银行
成为唯一上涨的行业板块，涨幅不足1%。

股指回调的同时沪深两市明显缩量，分
别成交1771亿元和2495亿元，合计不足4300
亿元。

受隔夜外围大宗商品市场普遍下跌影
响，国内商品期货全线下挫，A股有色金属等
相关板块随之集体走弱，从而拖累股指中断
反弹。 新华社

昨天，大家关注最高的话题无疑是谷
歌的机器人“阿尔法围棋”与韩国棋手李世
石之间的“人机大战”。相信结果大家都知
道了，最终机器人“逆袭”了人类。而这一结
果，也让人唏嘘不已，这是否意味着智能机
器人时代的真正来临？

机器人和人类究竟谁更强？这个争论
由来已久。有些人认为，不管智能机器人
如何厉害，它们始终是机器，而且是人制
造出来的，因此机器始终还是无法战胜智
慧无穷的人类。但也有人认为，随着科技
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未来甚至可能出现机
器人“统治世界”的局面。

“阿尔法围棋”能够战胜世界顶尖高
手李世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能机器
人又上了一个台阶。但或许我还是个比较
传统的人，因此在我看来，不论机器人有
多厉害，首先还得有更加智慧的人类才
行。如果没有一群绝世聪明的科学家，也

不可能有如此高精尖的机器人。更何
况，机器人会下围棋也不算啥，如果
会炒A股，那才是真本事。

为什么这么说？我可不是在开
玩笑。其实，A股市场上，多数时候
是人和人之间的较量，只有最优秀
的一部分人，才会在股市博弈中成
为赢家。

当然，近年来也出现过股市上的
“人机大战”。比如去年，程序化交易，
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的高频交易，曾
经在股指期货上大行其道，也有人利
用这个赚了不少钱。表面上看，似乎
机器人也可以在A股市场上打败人
类了。然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机器人”还是无法在股市上战胜人
类。中金所将交易规则一改，股指期
货市场生态马上就变了，机器人直接
被废掉了武功。机器人要想在A股市

场取得成功，不是仅仅战胜广大散户
就行的。

最后还是说说大盘吧。沪指六连
阳后，昨天竟然打破极限，再次收出了
阳线。可是，这却是一根下跌的阳线。
尾市股指虽然有所回升，但依然无法
挽回下跌的命运。大盘下跌，主要是周
期股大幅回落所致。近一段时间，大宗
商品期货市场波动幅度较大，前两天
是暴涨，而昨天又暴跌，传导到股市
上，也引发了周期股的大跌。我个人认
为，当前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可能还
会延续，所以大家在操作上要保持冷
静。如果频繁追涨杀跌，可能会变得越
来越被动，因此建议后市以观望为主，
不要轻举妄动。 （张道达）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近期，黑色系商品期货暴涨刮起
阵阵“黑旋风”，有色、钢铁、煤炭等资
源股也借大宗商品的反弹风口狠狠地
表现了一把。不过昨日商品期货遭遇
“滑铁卢”，资源股在风口上跌落也拖
累股指反弹中断，A股缩量下行。

会下围棋不算啥 会炒A股才是真本事

“阿尔法狗”引爆千亿人工智能市场
A股“AI”概念可关注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