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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支取现利率——实施区间管理，上限为日利率万
分之五，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基础上下浮30%，
相当于最高可打7折。
最低还款额——取消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当月
透支余额10%的限制，由发卡行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
持卡人风险等级灵活组合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
预借现金——持卡人通过ATM办理信用卡现金提取业
务的限额，由现行每卡每日累计2000元提高至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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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精心筹备，昨日，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分公司正式入驻位于高新区的
太平洋保险金融大厦。

据悉，太平洋保险金融大
厦占地面积171088平方米，是
集超甲级写字楼、商务酒店、精
品商业为一体的国际高品质综
合体写字楼。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总经
理兼党委书记张毓华表示，高

新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聚集了各类金融机构315
家。公司新职场选址于此，正是
依托高新区“现代商务中心、高
端产业新城”规划构想，将太保
产业与其总体定位完美承接。
随着分公司新职场的启用，将
逐步改善职场的办公环境，展
现公司的企业形象，为各项工
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贷款服务哪家融资成本
更低，服务更好？快贷中心近
期为企业、个人提供优质贷款
服务，活动期间，享受免费服
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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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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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账快速 想用就用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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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顺利抓住了发展的
宝贵商机。
■联合60余家银行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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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车也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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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公积金也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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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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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
无抵押，只要拨打快贷中心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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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遂宁银行成都分行在
成都高新区天府四街OCG国际
中心正式开业，这标志着蓉城金
融业又添一名新兵，2017年各家
银行间的竞争将会变得更加激
烈。遂宁银行成都分行开业当
天，向多家合作企业战略授信
110亿元。

作为一家区域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遂宁银行秉承“德
载金融、富国惠民”的历史使

命，以“时刻相伴、遂您心愿”
为服务理念，坚持“开放、创
新、效率”的企业精神，积极融
入地方经济。遂宁银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遂宁银行成都分行
将快速融入成都经济圈，全力
服务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市民
百姓，以“小微金融、财富银
行”为发展定位，创新金融产
品，提高服务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宜宾白酒文化节
酒不醉人人自醉

酒都宜宾百花齐放

宜宾是白酒的故乡、美酒的圣
地，拥有4000多年的酿酒史，是地球
同纬度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蒸馏白
酒的地区，成就了不可复制的民族品
牌五粮液，催生了叙府、高州、梦酒、
华夏、竹海等资深的白酒企业集群。

2015年，宜宾62户规模以上白
酒企业产量57.33万千升，实现主营
业 务 收 入 835.45 亿 元 、利 润 总 额
112.91亿元、利税总额180亿元。主营
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分别
占全省白酒行业的43.96%、61.06%、
50.98%，占全国白酒行业的15.03%、
15.53%、14.07%。力争2021年白酒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占全国、全省同行
业的20%、45%。

五粮液人的工匠精神

五粮液虽然吸天地之灵气，日
月之精华而成玉液，但最根本、最
核心的还是人。人是最宝贵的因
素，而人靠的是一种精神，这就是

“工匠精神”。

——改进“陈氏秘方”。陈氏秘方
传承人邓子均从中医先生的“汤头”
获得感悟：“高粱产酒香，大米产酒
净，糯米产酒浓，小麦产酒冲，玉米产
酒甜，酿酒也讲究阴阳平衡才能达到
协调。”邓子均通过“金、木、水、火、
土”和中医的五行学说找到了“杂粮
酒”的酿造配方，改九粮为五粮，又将
粟米改为荞麦。最后确定了五粮液版

“陈氏秘方”。
——发明“勾兑双绝”。范玉平

在探索中，掌握了优质酒成功的一
个规律就是“生香靠发酵，提香靠蒸
馏，成型靠勾兑”。他在此基础上，创
造出缓冲、烘托、平衡的五粮液勾兑
技术，这被称为“范氏勾兑”的独创
技术为五粮液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功
效。后来，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大力支持下，通过运用数字模型
把人工勾兑的经验转化为知识库、
数据库、模型库，最终形成了一套完
整的计算机勾兑专家系统，被酿酒
界誉为“勾兑双绝”奇迹。

——首创“低度酒”。刘沛龙和
他带领的科研小组最终靠华罗庚的

“优选法”和“统筹法”的启示破译了
五粮液低度酒的密码。成功试验出
来的35度和38度低度酒，不仅降低
了度数，解决了浑浊问题，而且酒体
晶莹、碧透、无色透明，其风格特点
与高度酒相比一点不走样，保持了
原有的品味、风味和口感。1986年，

“五粮液系列低度酒开发”正式列入
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白酒文化节精彩纷呈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
水，必有其源。全文669字的《五粮液
大赋》落成。大赋从天、地、人、古、
今、未来等方面，由内到外展示了五
粮液“因酒而兴，一主多元”的发展
历程，“集杂成醇，中庸和谐”的酒产
品风格和酒文化内涵。

宜宾作为“中国白酒金三角”核
心，被联合国教科文及粮农组织认
定为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宜酿造优质
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五粮液将抓
住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借助“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发挥“中国酒业
大王”领袖作用，进一步发掘与弘扬
中国优秀酒文化，全力打造“世界顶
级名优白酒生产基地”。

12月18日清晨，2016中国（宜
宾）白酒文化节“酒圣祭祀封坛大
典”圆满礼成。酒圣祭祀大典是宜宾
人传承白酒文化，祈求来年产业兴
盛的一项传统祭祀活动。祭祀活动
分为祭旗、祭酒、出酒、群祭等部分。
祭祀的“酒圣”是天地五粮以及人类
精神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是历代
在酿酒技术上做出特殊贡献的“智
者”群体。

在2016中国（宜宾）白酒文化期
间，还举办了宜宾首届白酒品评职
业技能竞赛、五粮液健康跑等精彩
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白酒文化节开幕

12月18日，一年一度
的中国（宜宾）白酒文化节
正式开幕。本届白酒文化
节坚持“共办、共享、共赢”
理念，聚焦“酒都宜宾·绿
色发展”主题，集中国酒文
化国际传播论坛、科技创
新研讨、白酒技能竞赛、绿
色食品展销为一体。邀请
了全国知名酒企、茶企及
绿色食品企业等参展，首
次邀请了泸州老窖、郎酒
等知名企业参展，共同打
造川酒品牌。

免费贷款 优质服务 就在快贷

太平洋产险四川分公司迁址高新区

蓉城金融业添新丁 遂宁银行成都分行开业

信用卡新规下月起实施
ATM每日最高透支取现1万

明年1月1日起，央行发布的《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将正式实施。其
中，对信用卡透支取现利率、免息还款
期、最低还款额、预借现金等相关业务作
出了调整，信用卡ATM透支取现额从每
日累计从2000元上调到10000元。

透支利率最高可打7折

今年4月15日，央行正式发布了
《通知》。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原有的
日利率万分之五的信用卡透支利率缺
乏灵活性和差异性，不利于鼓励消费。

新规决定，透支利率实施区间管
理，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下限为日

利率万分之五的基础上下浮30%，相当
于最高可以打7折。同时，放开信用卡
透支计结息方式、对溢缴款是否计息
及其利率标准等相关政策限制。

据了解，为鼓励客户透支消费，目
前各家银行都不建议在信用卡中预存
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溢缴款，即便有
溢缴款，银行也不支付利息。成都商报
记者获悉，按照新规，如果你是银行认
可的优质客户，不仅透支利率可大幅
缩减，溢缴款或许都能收到利息了。

最低还款额可低于10%

现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
定，信用卡透支消费最长免息期为60

天，首月最低还款额不得低于当月透
支余额的10%。新规要求，取消上述限
制，由发卡行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持
卡人风险等级灵活组合免息还款期和
最低还款额。

这意味着，同一家银行的两位信
用卡客户，根据以往消费和还款记录，
从明年开始他们获得的最低还款额和
最长免息期政策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其中一位的最低还款额为5%，另
一位则是15%。

ATM每日最高透支取现1万

预借现金，是信用卡非常重要的一
项功能，主要是满足客户急需的小额资

金需求。现有标准下，各家银行预借现金
通常不超过信用额度的50%，有的甚至
控制在30%，且每日累计不超过2000元。

《通知》规定，将预借现金分为现
金提取、现金转账和现金充值三类，同
时将持卡人通过ATM办理信用卡现
金提取业务的限额，由现行每卡每日
累计2000元提高至1万元。央行还要
求，现金转账、现金充值的收款账户应
分别为本人银行结算账户、本人支付
账户，禁止不同信用卡之间的转账。

引入“违约金”取代“滞纳金”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现有的滞
纳金带有较强的行政强制色彩，不合
适。对持卡人的逾期行为，银行可通过
协议方式约定是否收取及收取标准，
而不再有滞纳金。同时，对于超限费，
央行也要求各家银行可通过对超限部
分收取利息方式来覆盖风险，因此禁
止银行向客户收取超限费。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工、农、
中、建、招等多家银行近日已通过其官
方网站发出通知，对信用卡相关章程
作出调整，从明年1月1日起执行。从各
家银行公布的最新章程看，原有的“滞
纳金”都已统一变更为“违约金”。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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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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A股市场遭遇下挫，沪指从
3245点跌到最低的3100点整数关。直到
上周五，市场才出现微弱反弹。在调整的
同时，上周市场消息面也异常热闹。但总
的来说，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利好。从11
月底到现在，大盘已连续下跌三周，调整
到位了吗？还有两周，2016年行情就将
告一段落，年末阶段，操作上究竟该如何
应对？达哥和牛博士展开了讨论。

牛博士：达哥，还记得此前的交流
中你曾经说，险资举牌概念要熄火了，因

此对后市显得非常谨慎。现在来看，上周
大盘的跌幅，确实有些超出预期啊！

道达：在我看来，市场的调整其实
并未超出预期，只是跌幅有些偏大而
已。从证监会到保监会，从官方人士的
表态，到实质上采取的监管措施来看，
管理层对险资近期在股市上的一些动
作，显然是不太满意的。所以，上周一
沪指遭遇近80点的大阴线，我也并没
有感到太意外。而大阴线过后，我当时
的想法是，市场不会很快展开反攻，接

下来将进入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接
下来大盘的表现，也在意料之中。尤其
是周四，美联储加息，并且意外宣布明
年还将加息三次，这一消息令市场更
加谨慎。在近期调整过程中，中小创的
表现更显糟糕，虽然周四和周五企稳
反弹。但我认为，现在或许不是抢反弹
的好时机，毕竟这种破位的形态，很难
让人对后市感到乐观。

牛博士：现在大盘已调整了 3 周
时间，跌幅也不小，你对后市到底怎么

看？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道达：总体来说，我对后市还是倾

向于谨慎的。一般来说，年末资金面紧
张，消息面又频繁有“黑天鹅”飞出来，而
前期主力机构中的保险资金近期又明
显收敛，我感觉其他主力机构也不太容
易有什么大的动作。另外，美联储刚刚加
了息，未来还有三次加息的预期，这些都
会被市场提前消化，而不会等真正再次
加息之后再来反应。资本市场从来都是
炒预期，尤其是重大事件的影响，一定要
提前反应到市场上来。鉴于近期消息面
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我认为后市即便有
反弹，也还是保持不追的策略。因此，目
前暂时还是保持五成仓位，此前设置的
减仓条件依然不变。如果中证流通指数
跌破120周均线（5067点附近），且再度
下行2%（即跌破4965点），那么就要一
次性减两成，回到三成仓位。（张道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