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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将于 2016年 4月 15 日 14:00 对以下标的按

现状依法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网络竞价方式公开拍卖：
1、 位于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大东村七社“翡丽庄园”78100.29m2 的住宅用地使用

权。 该面积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新都国用（2009）第 18687 号证载面积 24659.93m2、
第 18688号证载面积 64564.96m2，分摊后剩余使用面积 78100.29m2，土地性质：出让住
宅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73年 1月 6日。

2、“翡丽庄园”宗地内其他建筑物、附着物；
3、“翡丽庄园”宗地外建设物及附着物；
4、“翡丽庄园会所”、63幢、64幢、18-1幢内的家具、家电、装饰、灯具等物品一批。
以上标的整体拍卖，整体参考价：17028万元，保证金：2200万元。
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及瑕疵告知：即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展示，本公司和西南联交所提

供资料展示和瑕疵告知书。 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 16：00
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户，并于同日 17:00 前凭有效身份证件及保证
金收据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 号交易所大厦 1 楼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报
名手续。 特别说明：标的物过户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标的当事人和
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如有意购买上述标的，须按上述规定交纳保
证金、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并于拍卖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及“www.swuee.com”查询。
拍卖公司联系人： 028-85158656、13708048000��杨先生 028-86665022、13608065011

吴女士 028-85554890、13219001120��杨先生 交易所联系人：徐老师 028-69863182������
法院监督电话：028-68903078���������四川省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
�����������������������������四川省瑞诚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四川天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我原已准备好找民间借贷了，
没想到快贷网‘上门贷’一天就让我
拿到银行贷款，太神速了，而且利息
才3厘！”在快贷网推出“上门贷”服
务后，一个感谢电话打到了客服部。

原来，高先生竞标到一家单位
的装修，需100万元周转。跑过几家
银行，递交材料后，最快的银行要
2016 年 5 月底才能放贷，利息还要
上浮。朋友告知他，已经晋升为成都
市贷款前三甲的快贷网刚推出“上
门贷”服务，资料收集、贷款办理都
有专人上门，而且不收跑路费。朋友
让他拨打028-66623666问问情况。
■神速：银行资金一天到账

“请问你们的融资额度都来自
银行吗？提供上门服务的客户经理
有无资质？利息和民间借贷比起来
有哪些区别和优势？”带着一连串的
问题，高先生打通快贷网电话。

“您好，先生。快贷网是一家与
成都上百家商业银行共赢合作的公
司。所有资金都来自银行，您和银行
一对一对接，我们只起着红娘的作

用。上门服务的客户经理，都是专人
专项为客户和银行服务。”快贷网的
客服给高先生介绍说。通过快贷网，
一天后，利息仅3厘的100万元银行
资金到达高先生账户。
■无门槛：有无抵押均上门服务

快贷网“上门贷”产品不设置任
何门槛，有无抵押都可以拿到5000
元~200 万元不等的银行资金。今
年，快贷网仍倾注大量精力联合各
合作银行推进微贷业务，通过优化
贷款准入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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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贷网还会联合各银行创新多
种担保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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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出境游和海外留学市
场发展迅猛。2015 年，农行四川省
分行推出签证代递业务后，越来越
多客户在农行帮助下轻松、快捷地
办理了签证。据了解，签证代递是农
行联合专业签证服务商面向客户提
供的个人旅游签证申请咨询及代传
递服务，客户可通过农行指定网点
或登录http：//abc.eboly.com办理。

某高校吴老师准备去澳大利亚
旅游，但对办理出境签证所需材料
和流程不清楚，吴老师很着急，担心
由于签证问题影响行程。刚在农行
办好了法国签证的郭老师知道后，
推荐他到农行办理签证代递业务。
在农行西南财大分理处黄经理协助
下，吴老师仅用了10分钟就完成了
签证代递网上信息的录入并成功缴
费。在当天将系统自动提示的相关
资料交给农行后，仅3个工作日，吴
老师就收到了农行返回的签证。

据了解，农行四川省分行推出

的签证代传递业务覆盖美国、加拿
大、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韩、
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埃及、俄罗斯
等 120 个国家或地区，签证类别包
括旅游签、商务签、探亲访友签、申
根国多次往返签及特殊医疗签等，
出境客户较为关注的韩国多次往返
签、美国 10 年多次往返签、加拿大
10年多次往返签、澳洲及欧洲26个
申根国的签证等都可在农行办理。

截至目前，农行已在川内超过
130 个营业网点开通签证代递业
务，同时为客户提供个人购汇、外币
取现、资信证明、电子旅行支票、西
联汇款、跨境电汇、环球汇票、信用
卡等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杨斌）

“2016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将
于4月11日~13日在成都举办。据悉，
截至3月28日，已经确认参会的世界
500强61家、中国500强54家，吉利集
团董事长李书福、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董事长熊群力、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公司董事长徐平等业界精英也确定

参会。
活动期间，将举行“2016 中外知

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暨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等系列专题投资推介会。
四川省已包装策划拟对外推出投资合
作项目2300多个，涉及总投资额超过
3万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为推动项目合作、对接重点企业，
四川省企业经济促进会PPP发展研究
中心昨日在成都成立。据悉，依托四川
省企业经济促进会这个省级智库，
PPP研究中心将围绕政府和社会资本
的有效对接及四川省PPP项目的顺利
落地、搞好省政府交办的相关调研任
务进行深入研究。

PP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
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用好1800亿元
引导基金，依法严格履行合同，充分激
发社会资本参与热情。

昨日，省企业经济促进会PPP发
展研究中心与数家金融机构现场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筹划组建PPP投资
母基金，签约规模预计 1000 亿元，签
约方包括金石源基金、崛起集团、熵律
资本等。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签证代递 农行一站式跨境金融快捷服务

“上门贷”一天放款 银行贷款低至3厘

四川筹划组建千亿元PPP投资母基金

“201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4月在蓉启动
青海春天5X极草被勒令停产

3月30日，青海春天公告称，
公司 2016 年 3 月 28 日收到国家
食药监总局发出的《告知书》，告
知其所生产的冬虫夏草产品作为
综合开发利用优势资源的试点产
品以及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
点工作均已停止，青海春天应立
即停止相关产品生产经营。

记者注意到，早在3月4日，
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便发布消
息，叫停冬虫夏草用于保健品的
试点工作。彼时，游离于保健品、
药品、食品之间的青海春天旗下
极草系列产品侥幸成为“漏网之
鱼”。“从某些角度来说，极草在过
去几年一直幸运傍身。”一位不愿
具名的药企人士表示，尽管麻烦
不断，却总能顺利解决。

《告知书》显示，2013 年，食
药监总局同意青海春天作为冬虫
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企业，但
由于其申报的产品不符合保健食
品国家标准，未予批准。2016年，
决定停止试点。

更引人关注的是，《告知书》
中称，国家食药监局2014年6月，
食药监总局答复青海省政府同意
将极草产品作为综合开发利用优
势资源的试点产品，要求严格参
照 药 品 生 产 质 量 管 理 规 范
（GMP）的要求组织生产。但因试
点中青海春天未能按照要求开展
相关工作，食药监总局于2015年
7月告知青海省政府停止极草产
品试点。不过青海春天表示，截止
到2016年3月28日前，公司并未
收到过此类文件，并且已按试点
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

上市公司近八成营收或消失

极草合法身份被取消，首当
其冲的便是青海春天的业绩。毕
竟，这家公司完成50亿元的营业
额，极草功不可没。

青海春天在公告中表示，
2015年前三个季度，控股子公司
春天药用冬虫夏草纯粉片销售收
入约7.5亿元，占青海春天主营业
务收入的78.91%。《告知书》可能
导致春天药用面临经营停止的现
实风险，而春天药用为公司的核
心资产，其停产所导致的影响也
将导致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措施（即ST）的可能。

青海春天董秘陈定昨日在发
给记者的采访回复中表示，公司
将紧急召开董事会积极探讨造成
的影响及后续企业措施。

青海春天极草合法身份的
丧失，“砷”无疑是罪魁祸首。

2月4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
布的《消费提示》称，冬虫夏草抽
检砷含量最高达保健食品国标
10 倍，长期食用冬虫夏草、冬虫
夏草粉及纯粉片等产品会造成
砷过量摄入，存在较高风险。

对此，青海春天于 2 月 6 日
公告回应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规定的冬虫夏草原草最高
服用量 9 克，砷摄入量为国际标
准的 2.97%，由净制冬虫夏草制
成的冬虫夏草纯粉片最高用量
只有 3.5 克，所带来的砷摄入量
仅为国际标准的1.16%。

2月16日，青海春天又公告
称，《消费提示》缺乏相关研判依
据，存在不严谨之处，对整个行

业及公司产品声誉造成损害，并
要求食药监总局出具相关证据。

食药监总局在沉默一个多
月后，公开了《冬虫夏草类产品
重 金 属 监 测 检 验 结 果（26 批
次）》，其中涉及青海春天共5种
规格的产品，所对应的砷含量最
低为 4.4mg/kg，最高为 9.883mg/
kg，均在我国保健食品标准所规
定的限量值1.0mg/kg之上。

不过青海春天并不打算就
此作罢，其在公告中称，对《告知
书》多处内容持有不同意见。陈
定昨日表示称，公司之所以多次
向食药监总局提出质疑，只是站
在企业和行业角度，希望食药监
总局公开决策依据和流程，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指导与支持企业
的合法创新方向和成果。

“含着吃”的5X极草 以后不许生产了
上市公司青海春天被勒令停止生产经营冬虫夏草纯粉片，记者走访发现门店仍照常营业

截至3月30日，中国银行、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分别
发布 2015 年年报。数据显示，2015
年上述四家国有银行的高管年薪较
2014年均有不同比例的下降，部分
银行高管的薪酬甚至遭“腰斩”。

国有大行高层薪酬普降

作为首家披露年报的国有大
行，交行年报显示，该行董事长牛锡
明、行长彭纯2015年已支付薪酬均
为44.8万元，其他福利7.77万元，两
人总薪酬均为 52.57 万元。而 2014
年年报显示，牛锡明已支付总薪酬
为105.85万元，彭纯为100.76万元。

中国银行年报显示，董事长田
国立已支付薪酬为61.8万元，新任
行长陈四清已支付薪酬为 61.3 万
元。而在 2014 年年报中，中行董事
长田国立总薪酬为77.7万元，前行
长李礼辉总薪酬则为107.2万元。中
行年报指出，董事长、监事长、执行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度最
终薪酬仍在确认过程中，将另行发
布公告披露。

建设银行年报显示，董事长王

洪章税前合计薪酬为59.88万元，行
长王祖继税前合计薪酬为36.46万
元。而在 2014 年年报中，董事长王
洪章总薪酬为 115 万元，前行长张
建国总薪酬为113.2万元。

工商银行年报显示，董事长姜
建清总薪酬为54.68万元，行长易会
满总薪酬为 54.68 万元。而在 2014
年年报中，姜建清总薪酬为113.9万
元，易会满总薪酬108.9万元。

薪酬改革方案
成效显著

某上市股份
制银行高层接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虽然近年来
银行的利润率逐
年下降，但排除
利润、行业景气
度等因素，去年
起 正 式 实 施 的

“限薪令”对于银
行高管大幅降薪
起 了 决 定 性 作
用。

2015 年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的指导意见》，改革后的薪酬结
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三年兑
现的任期激励绩效工资组成。2014
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
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方案》，方案2015年1月1日
起正式实施，首批涉及72家央企的
负责人。

据了解，该方案最核心的内容

是对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人员以及
部分垄断性的高收入行业的央企负
责人薪酬水平实行限高，以此来抑
制央企高管获得畸高薪酬，缩小央
企内部分配差距，使得央企高管人
员薪酬增幅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
增幅。

“算是体制内的公平吧。”上述
人士表示，金融行业属于薪酬制度
改革的大户，尤其是国有大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沙斐

“限薪令”实施首年 部分大行高管薪酬遭“腰斩”

冬虫夏草抽检
砷含量最高达保健
食品国标 10 倍，长
期食用冬虫夏草、冬
虫夏草粉及纯粉片
等产品会造成砷过
量摄入，并可能在人
体内蓄积，存在较高
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规定的冬虫夏草
原草最高服用量9克，
砷摄入量为国际标准的
2.97%，由净制冬虫夏
草制成的冬虫夏草纯粉
片最高用量只有3.5克，
所带来的砷摄入量仅为
国际标准的1.16%。

《消费提示》
缺乏相关研判依
据，存在不严谨
之处，对整个冬
虫夏草行业及公
司产品声誉造成
了损害，并要求
食药监总局出具
相关证据。

3月
食药监总局
公开检验结果

“冬虫夏草，现在开始含着
吃。”过去7年，通过铺天盖地的
广告，极草冬虫夏草纯粉片成为
家喻户晓的“奢侈品”。

青海春天（600381，SH）昨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收到国家
食药监总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
书》，被要求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冬
虫夏草纯粉片，即公司的重磅产
品5X极草系列。

自青海春天2014年借壳上
市至今，“极草”屡遭质疑：在保健
品、药品、食品之间，其一直顶着
“三非”的帽子，却总能逢凶化吉。
这次，极草还能遇到春天吗？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每日
经济新闻记者 鄢银婵 黄宗彦

目前，青海春天在全国有超
过 600 余家直营店。在横扫各主
流媒体的广告中，极草创造了

“含着吃”的噱头，号称比传统冬
虫夏草释出更多功效成分，官网
显示经典含片价格达843元/克。

虽然卖出了天价，极草一直
饱受质疑。西华大学生物工程学
院教授车振明表示，国家相关部
门对食品和药品有着严格的区
分和监管手段，食品的前提是无
毒副作用，常吃多吃对人的身体
无害；而药品有副作用，必须严
格控制剂量，是治疗作用大于副
作用下的权衡选择。由于虫草天
然对周围土壤的砷具有集聚效
应，必然会导致重金属超标，不
能作为保健品常吃。

国家食药监总局监管三处

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青海春天在被列为保健食
品试点企业后，曾提交过极草产
品检测，但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
关于食品保健品的安全要求；而
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监管司也
表示，极草也没有获得过药品注
册证号，不属于药品。

昨日，记者按照极草 5X 官
网提供的地址，随机走访了成都
市中心的3家实体门店。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3家门店均在正常
营业，工作人员表示对食药监总
局的“禁令”并不知情，且没有收
到关于公司下达的停业通知。

目前，四川省、成都市和锦
江区食药监部门没有收到国家
食药监总局的文件，正在等待上
级的处理意见。

“砷”超标一剑封喉
青海春天多次交锋食药监总局

药品保健品身份难定
成都多家直营门店仍在正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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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青海春天共
计5种规格的产品，
所对应的砷含量最低
为 4.4mg/kg，最 高
为 9.883mg/kg，均
在我国保健食品标准
所 规 定 的 限 量 值
1.0mg/kg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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