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25年来伫立在春熙路至天
府广场的黄金三角

它，曾是凝固一代人城市记忆
的地标性建筑

它，物业老化陈旧，面临周边商
业楼盘激烈竞争

7月21日，总府路，蜀都大厦四周已被打围

现场

落寞的现在
大楼打围，楼内业态全

部撤场
主要业主、蜀都大厦的

物管方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
任公司已经歇业

正在引进新的投资方，
新投资方为一家成都本地
公司

光鲜的过去
凝固一代人城市记忆的

地标
90年代初投入使用，作

为成都市区最早建成的一类
高层建筑，蜀都大厦高116
米，共34层楼，占地近13亩，
经营业态主要有宾馆、商场、
写字楼等，曾有“西部第一高
楼”之称。

25年前，蜀都大厦投入
使用时，30楼的“旋转餐厅”
吸引了无数成都人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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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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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报废车回收
●高收报废车旧车1319498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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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中金汇财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经董事会决议已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债务人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其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王金德、王海光遗失成都市鼎诚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
编号为0004119，金额伍万元，特声
明作废。

●兹有“深圳市鳄鱼资本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丁美
私章遗失，特此声明。
●中冶成都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遗失已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5100141620发票号码
00770850），特此声明作废。
●庞吉芳身份证 (号码510106197�
501275543)于2016年8月5日遗失

征婚交友
●牵手+交友大聚会18982071607

酒楼·茶楼转让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店 铺
●红牌楼铺面出租13908207568

●旺铺优转电话:18615781036

厂房租售
●在建标准车间3栋15000平方、

30亩招租寻合作1582831657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室精装322
平及多套宿舍出租84209166
●郫县厂库房出租18080882350

招 商
●晋阳路万贯商城餐饮450平二层
2500平招租13540715953项

昨日下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在邮票
印制局举办了《丁酉年》特种邮票印刷开
机仪式。这套生肖邮票将于明年1月5日起
发行。此次《丁酉年》鸡票的一大亮点是邀
请到我国著名艺术家、北京奥运吉祥物

“福娃”之父韩美林设计。
此次，韩美林使用了他最擅长的装饰

画风格设计第四轮生肖鸡邮票，与他以往
创作的雄鸡风格不同的是，这次为符合此
套邮票“合家欢”的整体气氛，他不仅创作
了呵护幼崽的母鸡，还特别设计了抽象可
爱的小鸡形象。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李丕征
副总经理介绍，此套邮票依然采用胶雕套
印工艺，雕刻布线流畅、完整，表现了雄鸡
的威武强壮、高傲奔放和母鸡的温婉柔
美，不失为雕刻线条与胶印衬色完美结合
的佳作。

据介绍，《丁酉年》生肖邮票在防伪工
艺上尝试了多重创新，版张边饰中的生肖
文字信息将使用无墨雕刻，即呈现出雕刻
版印文凸出纸面却无墨迹的印刷特点。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急用钱找快贷
百万资金想用就用

急用钱如果贷款繁琐和审批又慢
就耽误事了。快贷中心作为信贷领域的
佼佼者，具有到账速度快、还款方式灵
活、利息较低等特点，急需贷款的个人
和企业主不妨拨打028-66623666或去
快贷中心（位于西安中路47号，近宽窄
巷子），就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3厘的贷
款产品，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一次贷款150万 到账快想用就用

餐饮生意的朱先生，准备拿下隔
壁店铺扩大店面，资金一时周转不灵，
通过快贷中心的服务，150万元隔天就
到账，朱先生顺利抓住发展宝贵商机。

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
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贷款人名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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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就可放款。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
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
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20万元 只花半小时搞定

市民马先生急需周转资金，但他
名下奥迪车被查封，马先生通过快贷
中心向银行申请，获得了20万元的应
急贷款。

拨打028-66623666向快贷中心
申请汽车抵押贷款，手续快捷，只要资
料审核通过，最快半小时就能申请贷
款，月息低至8厘。快贷中心还打通各
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
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过GPS的车都
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无抵押社保公积金 也轻松贷款100万

吴小姐急需资金，向快贷中心咨
询，凭借工资证明和银行流水，放大60
倍获得30万工薪贷款，解决一时燃眉
之急。

快贷中心推出无抵押轻松贷，市
民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薪
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单位
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放大贷；还可
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
最高60倍来办理应急贷款。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押，
只要打通快贷中心028-66623666都
将努力为你打通银行渠道，拿到最低
利息的银行贷款。

成都本地公司或成新投资方

据悉，蜀都大厦建成之后经过多
次重组，自2003年，江苏双良科技有
限公司入主蜀都大厦。上市公司成都
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蜀都A）被
借壳之后目前更名为“友利控股”。江
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为友利控股的
控股股东。

2015年6月，友利控股就曾公告
显示，其在蜀都大厦拥有包括东楼27
层、东楼30层、南楼5层及东楼负二楼
地下车位的产权。除了友利控股以
外，双良科技通过四川蜀都大厦有限
责任公司等多家子公司目前拥有蜀
都大厦绝大部分产权。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
蜀都大厦正在引进新的投资方，是一
家成都本地公司。蜀都大厦的大部分
产权或将由新投资方接手。”四川蜀
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要业主
同时为物管方已于今年初与大部分
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记者在蜀都大厦裙楼找
到“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
公司”。据该公司自称负责处
理善后事宜的有关人士表
示，“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
已经不算物业管理方了，因
为这是集团资产转让的问
题，未来可能是新公司来接
手。”至于哪家新公司？有关
人士只称“不清楚。”

记者从多方人士处证
实，为大厦的改造工作，四川
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临时
组建了新物管项目组，留用
了部分原四川蜀都大厦有限
责任公司的员工。该物管项
目组办公室也在蜀都大厦
内，与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
任公司办公处相邻不远。

日前，记者向友利控股

公司问询有关蜀都大厦产权
变更及发展方向等事宜时，
公司以涉及多方业主，上市
公司仅有部分产权为由婉拒
了记者的采访。四川蜀都大
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王斌向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未来（与新投资方）是合
作还是产权转让，都没有定
下来。”

对于蜀都大厦的现状及
未来发展，四川省连锁商业协
会会长冉立春表示，蜀都大厦
虽然占据市中心位置，但由于
交通到达不便、停车位少，加
上物业老化陈旧，其商业价值
有限，蜀都大厦的未来发展需
要解决物业上的技术性问题，
同时也需要面临周边商业楼
盘的激烈竞争。

蜀都大厦始建于上世纪80
年代，90年代初投入使用，大厦
坐落在被誉为“钻石之地”的春
熙路至天府广场的金三角地
区，位于蜀都大道中心地段。

作为成都市区最早建成
的一类高层建筑，蜀都大厦
高116米，共34层楼，占地近
13亩，经营业态主要有宾馆、
商场、写字楼等，曾有“西部
第一高楼”之称。

25年前，蜀都大厦投入
使用时，30楼的“旋转餐厅”
曾吸引了无数成都人的眼
球，成为凝固一代人城市记
忆的地标性建筑。而目前，蜀
都大厦周围早已高楼林立，
如何在竞争态势下，改造物
业，适应当下发展，成为其不
得不面对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摄影记者 张建

位于总府路的昔日“西部第一高楼”蜀都大厦目前已打围，大楼内业态全部撤场，其未来发展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日前，记者了
解到，蜀都大厦的主要业主、蜀都大厦的物管方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歇业，仅有少量工作人员留守处理善后事宜。据知情
人士透露，目前该大厦正在引进新的投资方，新的投资方为一家成都本地公司，蜀都大厦的大部分产权或将由新投资方接手。

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斌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未来（与新投资方）是合作还是产权转让，目前都没有
定下来。”

蜀都大厦打围 原物管撤场

“登蜀都，望成都”，二十多年前，蜀都
大厦以116米的高度被冠以“西部第一高
楼”之称。昨日，记者在蜀都大厦现场看
到，大厦已被打围，未见施工。大厦一楼

“蜀都旋转餐厅”标牌已摘除，而这几个字
的痕迹还隐约可见。

据记者了解，蜀都大厦宾馆自两年前
已停止营业，其他商家、业态撤场从去年
年底就已开始。记者从盐市口街道办有关
部门获悉，蜀都大厦施工产生扬尘及建筑
垃圾，为避免影响公共环境，5月20日，街
道办城管科督促当时的物管方四川蜀都
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对大厦进行打围。自上
个月，物管方开始撤场。

目前在盐市口街道办备案的物管方
仍显示为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为蜀都大厦的
主要业主，也是该大厦的物管方。工商资
料显示，四川蜀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于6
月3日将公司经营状态修改为“歇业”。其
控股股东为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福娃”之父韩美林设计
《丁酉年》特种邮票印刷开机

进展 业内 物业老态待改造
面临周边商业竞争

忆往昔
曾是西部第一高楼
旋转餐厅吸引无数眼球

宾馆、商场、餐厅、写字楼全部撤离，物管歇业

蜀都大厦打围 或将易主

昨日，市中区，曾经的“西部第一高楼”蜀都大厦被更高更新的大楼包围

昨日，韩美林（左）在邮票印制局展示
他设计的生肖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