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屋租售
●川大郭家桥菜市二楼私人商铺
22平跳楼价售46万13551198928

●售簇桥旺铺全产13882096115
●五大花园别墅售13076041175

●西部汽展厅寻租18086852427

●城北商业综合体招租69181887

●蓝谷地2200平商铺带地下
车库价格面议招租67163337

写字间租赁
●青羊工业园区400㎡写字楼出
租精装带家具15008249448
●科华北路宏地大厦租85242558

营业房
●丽都路万平商业房西御街旺铺
招18086852427、13348845278

●西安路黄金口岸二楼营业房空
转。电话：13548049912

酒楼·茶楼转让
●太升路口茶楼急转66633959
●北门KTV对外承包13008189338
●降2千万低售酒店13880341588
●南高档酒吧低转13458597013
●神仙树茶楼优转13980422871
●白马寺街酒店转13541380718
●新装茶楼优/急转13980831698
●西门750平茶楼转13551865635
●市中心酒楼急转13982298886
●成都市区大型餐饮带酒店低转
房租每平6元15208382568陈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995072
●西花园火锅优转13666266621
●龙桥火锅350平转18090301285
●餐饮旺铺转让18628165455
●金沙1200平火锅18615743728
●转火锅店房租低13281163653
●餐饮转/租1100平13348880124
●大庆路火锅急转18682736899
●转交大400平火锅18780012616
●转南门220平中餐13880283339
●南一环650平旺餐13880219198
●东门西河500平转13981979510店铺

●400平培训学校转13981928131
●转科华北路旺铺15390015289
●急空转高新区连锁药店证照设
施18980589949
●青龙场商铺出售二三楼1300平
米带屋顶可停车13981827188
●旺服装门市出租 13408592893
●市中心旺铺优转13438032848
●转让九里堤400平13808011513
●三联狗市旺铺转13981842158
●大丰KTV整转18980836810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光华大道厂出租13881794313
●成南立交旁外侧出租三千平米
厂房，联系电话：13730643613

●新都物流园库房出租61623355
●仁寿视高工业园厂房租售2万平
方带5T行吊18583830557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苦荞茶厂转证齐18980589313
●优转双流食品厂13330994144
●东门5000平厂房18048050598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优租厂房、库房、办公楼、空地共
30亩电话13980828180
●三环路龙潭工业园区内1000平
米标准厂房出租,电话:84209166
●双流华阳5千厂库13908180870
●●园区新建厂房租售84916999
●温江4S店转让13882018866
●双流彭镇1200平13978648200
●●温江厂房出租13540202112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全新食品厂出租13402845068
●厂房/食品厂租售15208389268
●青白江工业用地70亩带4千平米
厂房13981827188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草堂旁酒楼合作18086852427
●售青城山商业地18681251383
●建筑工程寻总包13458598102

●240平方米天然气餐馆寻求火
锅合作伙伴13808020238

●洗车场美容招商13981768822

空调修移
●老兵空调移机维修★85113585
●成百空调维修移机86111518
●专业修空调加氟移机61406515家电维修
●成百修空调加氟移机86252819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4597190网站建设
●网站制作满意才付款66006605全自动麻将桌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86662255特价机票★68008888

租车行
●吉安越野商务轿新车83028288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祥成租车成都最低价84555318除甲醛室内空气治理
●专业环保治理检测4008221528装饰装修

●酒店/办公/餐饮装修85855888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311418
●新鸿保洁85186977★87514228

疏通管道
●84315886汽车疏掏●85555458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管87308888
●营门口87676040玉林85566508

疏管掏粪

●84553337抽掏粪疏管85135310
●83337896专业疏掏抽87544168
●85434505疏改抽掏粪86650900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3382663高压通抽●87762682

防水·堵漏
●永兴防水公司15828617403
●专业屋厕防水电粉刷87383928

搬家公司
●大发搬85188195空调83288888

●红明低价84333310优84331619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低86259642空调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具铜铁13689049748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13881809366拒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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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对乳粉生产企业的反垄断终

于有了定论。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针对不同

企业采取了不同的处罚策略，其中对合生元处

上一年度销售额6%的罚款，对惠氏、贝因美、明

治等三家厂商则免除处罚。

今年以来， 发改委在反垄断方面加大力

度， 已对多起涉嫌垄断的企业进行了查处。多

位专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今后反垄

断将会呈现常态化。

处罚力度区别对待

与以往不同， 此次发改委对接受处罚的6

家乳粉企业并没有统一处罚，而是针对各家企

业的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在发改委本次开出的

罚单中，明显地根据各家企业对待反垄断调查

的态度来作为评判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时建

中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次反垄断处罚最大的特点是差异化，实际上

在《反垄断法》中已有明确规定，至于具体的

定量，则要考虑对消费者的损害程度，以及企

业的配合程度来确定处罚标准。

“企业是否积极配合调查是行政执法中的

措施，如果企业认罪，就要依照对竞争的损害

程度和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程度来判决。”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史际春对记者表示，至

于处罚的力度关键要看企业的垄断行为对市

场竞争的损害程度。

反垄断步入常态化

发改委此次调查乳粉制品企业并不是突

然袭击。发改委披露的信息显示，从今年3月份

开始，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就根据

举报已经对合生元等多家乳粉企业展开反垄

断调查。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发改委接连对多个行

业展开反垄断调查，标志着国内反垄断已经朝

向常态化方向发展。

“希望从现在开始，今后反垄断进入一个

常态化的状态”，史际春表示，如今反垄断行为

的不断出现，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应该向

常态化方向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

日前，国内领先一站式奢侈品流通及

服务平台寺库宣布获得数千万美元C轮融

资。这是2012年中国奢侈品电商遭遇寒流

以来，获得的第一笔也是最大一笔融资。

寺库本轮融资由盘古创富领投，ID G

资本、银泰资源及森合投资跟投。据悉，完

成融资后，寺库将在市场推广、网站升级、

运营资金等方面进行提升，强化原有优势

竞争力。 寺库总裁李日学表示， 寺库在

2013年上半年的销售实现了3位数的快速

增长， 在当下经济环境并不景气的时候，

能够获得国际一流基金公司的青睐，这与

寺库强劲的发展势头密不可分。

本轮融资的领投盘古创富的合伙人

许萍说：“盘古很高兴参与到寺库本轮的

融资中， 寺库的O 2O 模式是我们所看好

的，具有巨大的潜力。”

目前寺库分别在北京、上海、成都开

设了3家旗舰库会所， 总面积达4500平方

米，其一流的装修和奢华的购物体验有效

地提升了品牌粘合度； 电商网络平台

（w w w .secoo.com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

交易量迅猛增长，在售SK U 超过23000个，

会员人数超过60万；与国家皮革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共同成立至一高档皮革制

品研究中心，设立行业内相关鉴定认证标

准；全亚洲最大的奢侈品养护工厂，并成

为奢侈品养护行业首家通过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的

企业。

寺库汇聚了近百个国际顶级品牌，是

瑞士顶级腕表品牌帕玛强尼授权零售商。

同时还与美国T ourneau、法国V estiaire等全

球知名奢侈品零售平台和多家奢侈品品

牌商结成战略联盟，在货源、技术和业务

等方面进行多方面合作。

本报记者

今年以来，成都农商银行确定“举全

行之力发展小微业务”的方略，将单纯向

小微企业“输血”转变为搭建综合性金融

服务平台，通过创新融资方式，利用遍布

全域成都的600多个营业网点， 为小微企

业提供一站式融资解决方案。该银行推出

的“速捷贷”系列产品，无任何手续费、放

款快、无抵押可贷款、还款方式灵活，深受

小微客户欢迎。 日前， 成都农商银行在

“速捷贷”产品基础上再推出“一日贷”

产品，让“速捷贷”老客户在一天之内获

得贷款。

一天内拿到钱 靠谱

因为规模小，很多小微企业都没有足

值的抵押物， 从而影响到从银行获得贷

款。为解决这个问题，成都农商银行推出

了“速捷贷”系列融资产品，针对小微企

业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融资方式。 例如，

“合力速捷贷”让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

仅靠担保就可以融资，而贷款人需要资金

进行创业时，还能申请专门的“创业速捷

贷”，无需担保，无需抵押。

为了让更多小微客户体会到银行快

捷融资带来的好处，成都农商银行日前创

新金融产品“一日贷”，专为已办理“速捷

贷”的客户设计，客户可直接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原授信额度的贷款用于生产经营。

“比如你原来办理了50万元的速捷贷，已

经还了30万元，但又出现20万元的资金缺

口，那你就不用再重新申请速捷贷，通过

办理‘一日贷’，手续简单，能方便快捷地

拿到钱。” 成都农商银行小微事业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

得到资金支持 放心

刚刚在农商行通过“一日贷”产品拿

到10万元贷款的刘先生说：“我前两天去

跟别人谈了一个项目，对方让先转10万元

保证金过去。 我本想到农商银行再申请

‘速捷贷’， 因为上次申请很方便，3天就

贷了40万下来。 结果给客户经理打电话，

他说银行刚刚推出了新产品，专为我们这

样的老客户设计，他帮我查了一下，我上

次的贷款已经还了20多万，所以这次申请

‘一日贷’产品，走一下流程，一天之内就

可以拿到钱了，很方便。现在我出去谈生

意，心里很有底气了，全靠农商银行的资

金支持。”

成都商报记者 吴宇宸

差异化处罚乳企 发改委反垄断步入常态化

“雅培”。8月6日深夜，记者向恒天然集团

追问唯一一家未曝光的客户是谁，该公司公关

负责人通过短信回复，内容只有上述两个字。

当日凌晨，国家质检总局已经要求雅培公

司召回可能存在肉毒杆菌污染风险产品。对

此，雅培公司“谎称”污染产品仅为利用包装

线实施包装，其公关负责人也一再强调该公司

不是那家要求保密的客户。

在“毒乳品”事件的冲击下，一纸保密协

议无法成为雅培公司的“护身符”。

保密协议难成“护身符”

随着毒奶粉事件的深入，8月6日， 记者先

后通过邮件、电话向恒天然集团询问，唯一一

家未曝光的客户是谁？恒天然集团大中华区高

级公关经理郝晓红表示，因与其签署了保密协

议。在得到对方同意之前，恒天然集团对外透

露信息将造成违约。

然而，“毒乳品” 事件的影响超出了恒天

然集团的预期，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深夜，记

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通过短信询问，恒天然

是否会公布客户的信息。恒天然集团公关负责

人回复非常简单：“雅培”。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恒天然应该及时、有效

地公开客户信息和产品流转情况，只有做到信息

完全公开透明，才能保障所有消费者的利益。”中

国奶业协会理事陈渝认为，雅培公司要求保密的

行为不利于解决当前的“毒乳品”事件。

涉嫌私下召回产品

当真相显现之后，谎言就会变得不言自明。

雅培公司在官网声明中强调：“雅培供应

中国市场的所有产品均未使用恒天然受污染

的乳清蛋白粉。”并且，召回的2个批次奶粉虽

然使用了同一条生产线，但是“未使用受污染

的乳清蛋白粉。”

不过， 恒天然集团首席执行官西奥·史毕

根斯在8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受影

响的38吨的浓缩乳清蛋白中，18吨的原料在位

于澳大利亚的D A R N U M 工厂以及位于新西

兰的W A IT O A工厂使用， 主要用来生产基粉。

这些基粉的销售客户是两家生产婴儿营养制

品的企业———达能集团和雅培公司。

根据恒天然集团证实的信息，雅培公司不

仅仅是借用生产线包装那么简单，至少是从恒

天然集团采购了基粉用于婴幼儿营养品的生

产。目前，尚未明确的是：雅培公司采购的受污

染基粉数量有多少，这些基粉生产的婴幼儿营

养品是否用于供应中国市场。

尤为严重的是，雅培公司借助保密协议的

外衣， 涉嫌私下大量召回包装过程受污染产

品。虽然，这不能绝对证明雅培公司供应中国

市场的产品添加了含有肉毒杆菌的乳清蛋白

粉，不过至少是其心虚的表现。

通过雅培公司披露的信息，召回货品的数

量非常蹊跷：2012年5月包装的雅培幼儿喜康

力三段奶粉只售出112箱，7096箱已被隔离封

存。照此计算，一年多之前完成包装的奶粉产

品的销售率只有1.6% 。与其它企业基本售完相

比，如此畸低的销售水平显得十分异常。

恒天然集团首席执行官西奥·史毕根斯表

示：“其中有一家公司， 让我们不要提他们的

名字，目前事态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乳业专家指出， 以达能集团旗下牛栏、多

美滋等品牌使用受污染原材料分析，不排除雅

培公司生产的多款婴儿营养制品涉及其中。

中国证券报

“涉毒”乳粉仅售出1.6%背后：

雅培涉嫌私下召回污染产品

成都农商银行小微融资专栏

寺库再获数千万美元融资

高端商品O2O平台概念获认可

创新产品“一日贷”让你资金无忧

资料图片

恒天然“毒奶粉”事件 追踪

新闻链接

反垄断进行时

2013年8月7日，发改委对合生元等6家乳

企开出近6.7亿元的天价罚单。

2013年7月，工商总局对利乐公司涉嫌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予以立案。

2013年3月，上海发改委调查上海黄金饰

品行业协会涉嫌价格垄断问题。

2013年2月，茅台和五粮液因价格垄断分

别被罚2.47亿元、2.02亿元。

2013年1月， 发改委对三星、LG 等6企处

以退还、没收和罚款共3.53亿元。

2011年11月，发改委对山东2家医企处以

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逾700万元。

2011年11月，发改委对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展开反垄断调查。

2011年8月， 发改委处罚各银行违规收

费，邮储银行被罚180万元。

2011年5月，联合利华散布涨价信息扰乱

市场秩序，被开200万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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