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芯片供应

商美国高通公司涉嫌垄断遭举报，国家发

改委正对其进行反垄断调查。据《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了解，若反垄断调查结果成

立，高通面临的处罚金额可达10亿美元。

由于案件还在调查中，国家发改委并

没有披露过多关于案件的信息。相关消息

显示，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旗下的手机中国

联盟向发改委递交了一份高通的商业模

式损害中国手机产业的报告，举报其涉嫌

垄断。

针对报告内容，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

王艳辉表示，高通主要存在过度收取专利

费和搭售的行为， 他们向发改委进行举

报，主要是因为手机中国联盟认为，这些

行为对中国手机产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据了解，手机中国联盟是在中国通信

工业协会的指导下由30多家企业成立，其

中既包括中兴、 酷派等国产手机企业，也

包括展讯、锐迪科等芯片供应商。

针对国家发改委称“已掌握确凿证据

证明高通公司操纵价格、涉嫌垄断”的消

息，高通表示，正积极全力配合反垄断调

查，但发改委要求将调查的细节保密。“我

们希望继续全面配合发改委。” 高通发言

人在被问及调查事宜时表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根据

我国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经营者违反本

法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

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

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而在截至去年9月29日的财年里，高通

全球总营收额达249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市

场营收额达到123亿美元，占比达49%。如果

此次反垄断调查结果成立， 高通将面临约

10亿美元的罚款风险， 如果按全球营收额

计算，则数额更高。

有观点认为，高通垄断市场的行为如

得到确认，将有利于把中国芯片市场引向

更注重竞争的环境，有利于国产手机芯片

厂商的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张斯

智能手机芯片老大高通

遭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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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订报电话：

028-

86516389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

日经济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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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院校招生
省建设厅电大建筑专业招生

本科：土木工程/专科：建筑施工/
工程造价/开放教育（免成人高
考）中专1年：建筑工程施工/人南
四段省建设厅11楼85538828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空调厂家直销★86669444

全自动麻将桌
●飞针麻将寻合作1355181835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养老托老
●三环路侧长济医院医疗带托老
15388198480、13540025413保姆·钟点工
●欣勤家政钟点工保姆84530698
●宏艳优家政保姆钟点85558426疏管掏粪
●85253117抽掏粪疏管85434505
●85580227疏管抽掏粪87535331

搬家公司
●玉龙搬家87326666低86259642

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面包车13880530139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德益办照验资资质★8662290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取名公司
●酿名苑命名机构www.qmzx.cn
成都首家名之道唯以专66000076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730866336

汽车报失
●寻车启事：川A093MU白色本
田CRV小汽车发动机号1018772
车架号LVHRM4853C5018804于
2014年1月26日凌晨5点在晋吉北
路96号茗叙茶府楼下发现被盗

写字间租赁
●庆玲楼一号桥旁整层86927793

酒楼·茶楼转让
●外双楠2.5环十字路口500平米
2楼临街写字楼茶楼出租交通
停车方便电话13608007516
●新装大型咖啡厅（带棋牌包
间）转让或联营，13350884560
●盈利营业常态新都区1200平米
大型浴足中心转18980954530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面66098136
●茶店子东街面馆急转，水电气
齐全，中午免谈13908201961
●优转东门240平火锅带天然气，

租金每平46元15928156200
●5佰平宜农家乐13551119525
●玉林西路王府花园后门茶楼、
火锅转15928971729店铺
●汽车美容快修转13708222616
●800平招品牌餐饮15208185803

厂房租售
●邛崃临邛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
电话13882157830 4008326898
●白家厂库房出租15982135075
●新津厂房出租蒋15198188558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产600吨钢构厂转13808184155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成都市青白江佳飞市场旁4万平
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房产汽车快借无抵押、融资理财
咨询找宝克祥13684031070

招商

一些春节前没来得及为年终奖找到投资

渠道的成都市民发现，春节假期结束后，银行

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较春节前已经明

显回落， 超过6%的只占很小的比例。 另一方

面，春节前火爆异常的“余额宝”、“理财通”

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春节期间的七日年化收益

率也节节下滑。

理财师分析，春节前面临考核压力，同时为

与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争抢年终奖理财市场，

各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较高； 而春节假

期结束后，随着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走低，资金面

逐渐宽松，理财产品的“高烧”将告一段落。

不过，成都商报记者昨日查询发现，成都

部分银行仍有春节前起售、当前仍在售的收益

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 若有投资需求的市民

可向银行咨询，抓住锁定高收益率的机会。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走低

春节前，众多银行发行了高收益率理财产

品。但大年初一后，预期年化收益率超过6%的

银行新发理财产品就不容易找到了。

据银率网不完全统计，2月6日至10日，成

都5家银行预售和在售的19款新发行理财产品

中，9款产品的收益率在4%~5%，10款在 5%

~6%。其中，收益率最高的是建设银行“乾元-

共享型”2014年第23期理财产品， 期限24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95%。

这种态势与春节前截然不同。根据银率网

的不完全统计，春节前1月28日和29日两天，成

都有5家银行发行了22款理财产品，只有1款产

品收益率在4%~5%，4款在5%~6%，而收益率在

6%~7%的多达17款，占比高达77%。其中收益率

最高的一款，达到6.6%。

对于春节假期前后理财产品收益率大相

径庭的现象，银行理财师分析称，春节前，沪

深股市大批新股集中上市，市场资金面紧张，

同时由于春节与月末存贷比考核时点重合，

银行揽储动力也很强， 所以理财产品收益率

较高。春节假期后，银行的压力逐渐消退，且

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走低，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借利率已经大幅回落到只比平峰期略高的水

平，银行理财产品高收益率也将告一段落，跌

破5%也很正常。

不过，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查询了解到，一

些节前发行的收益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销

售终止日定在了2月10日（今日），市民可向银

行咨询是否还有购买额度。此外，记者还了解

到，一些股份制银行近期将发行一些收益率超

过6%的理财产品， 例如兴业银行未来几天就

将发行30万元起售，收益率6.2%的产品，市民

也可以向各家银行咨询进行比较。

互联网金融收益率同样下滑

与银行理财产品一样，春节假期间，红极

一时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也出现了收益率

下滑的情况。

例如，微信理财通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出现

明显下滑，2月9日公布的最新七日年化收益率

已经降至6.754%，在2月6日首次跌破7%后持续

下降。根据历史数据，理财通春节前一周始终

报出7.3%以上的收益率， 其中最高的一天为1

月26日，七日年化收益率高达7.902%。

理财通并非特例，余额宝的收益率同样在

春节长假期间一路下滑， 七日年化收益率自1

月29日的6.432%降至2月6日的6.044%， 创下

2014年以来新低；2月7日和8日则稍有上升，反

弹至6.135%。数据显示，最近一个月，余额宝的

平均收益率高达6.4291%。

此外， 公布了最新收益情况的苏宁零

钱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也从 1月 29日的

6.72%降至2月7日的6.625%，网易现金宝的

七日年化收益率则从1月 29日的 6.534%降

至2月6日的6.449%。

据了解， 现在多数互联网理财

产品对接的是货币基金， 资金总量

超过80%以上都是投资于银行协议

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基金行业人士

称， 节前资金大量涌入这些货币基

金， 直接摊薄了这些投资品种的利

息收入等。 而大假后资金面紧张情

况趋缓，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逐步

回落，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也将回归

正常水平。

相关数据表明，2013年下半年

货币基金收益率稳定在4%~6%，过

高的收益率很有可能是公司“贴钱

赚吆喝”的行为，不具有可持续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规模越大的货

币基金在投资方面的话语权越大，

相对获得的收益也会更高。

成都商报记者 吴宇宸

理财产品收益率马年“低开”

理财通2月9日公布的最新七日年化收益率降至6.754%，1月26日曾高达7.902%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轻

松呢？ 如何让客户享受到贷款像购物一

样轻松的服务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

馆对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

业贷款机构表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以

前往品信金融了解， 也可以拨打快贷便

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询。同时，笔者与

品信金融总经理杨总探讨了贷款难等焦

点话题。

抵押最高放大

200%

杨总表示，品信金融致力于打造首个

成都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

台。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品信金融

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

行利率20%， 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7厘，最

快一天放款。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

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限高达

30年，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200%。而且一

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快。距成功贷款

只有三步：联系品信金融；申请办理；成功

放款。让贷款像购物一样轻松。

无抵押无担保均可贷

“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购房、购车合

同等相关证明，无需抵押和担保，先息后

本，放款快，额度高。车贷低至3厘多，而且

单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 品信金融

业务主管罗经理说，在实际业务中，个别

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

在部分银行不能正常贷款。品信金融会根

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在35家银行中设计匹

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最高可以贷到十

成，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办理大额信用卡等

方式，解决客户的资金缺口。

快速借款，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房、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土地、汽车贷款担

保申请快速借款，速度快，当天就能拿到

钱，额度高，方式灵活。在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 她面临

500万元的资金缺口。通过朋友介绍，李女

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86203336，

当天下午就贷到了500万元。 通过实地调

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品信金融又给她追

加了100万元贷款， 仅仅一天她就轻松拿

到了这笔贷款。

（文

/

张蒙）

品信金融专栏

四川贷款中心———品信金融 银行贷款利息八折

新年伊始， 笔者从成都个贷中心获

悉，很多商业银行无款可放的情况仍有增

无减。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省钱又

轻松呢？笔者与个贷中心韩学共同探讨行

业发展与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率

8.8

折

韩学表示，今年受到财付通与支付宝

模式的影响，个贷中心致力打造首个西部

金融培训学院“个贷商学院”及发展全川

的加盟直营贷款中心，市县仅一席，同时

学习“海底捞”的行业发展王道之路。

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个贷中心

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

行利率20%；银行贷款利率8.8折；最低5厘

的贷款利率。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

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限高达

30年，住宅商铺放大150%。而且一抵双贷，

额度更高。 通过个贷中心VIP通道还可以

办理10年先息后本。

按揭房也能办贷款

“只要你有按揭房，就能办理贷款。无

需抵押和担保，放款快，额度高。车贷低至

3厘多，还有随借随还卡160万元，而且按

天计息，不用不产生利息，一次办理终身

使用，贷款不足还可以办理大额信用卡弥

补。而且单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个

贷中心业务主管刘湘介绍说。个贷中心开

通的VIP通道凭借合同房也能办理利息5

厘5的银行贷款、 而且抵押房再贷款先息

后本，方便快捷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应急借款，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房、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土地、汽车贷款担

保申请应急借款，速度快，半小时就能拿

到钱，额度高达100%，方式灵活。周文介绍

说，他们根据客户自身的征信、资产负债

比、现金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抵押物状况

在33家银行中设计最佳的贷款方案，手续

简便轻松放款。

在个贷中心大厅，笔者看到心急火燎

赶去贷款的张女士，她正被资金急得焦头

烂额。通过朋友介绍，张女士拨通了个贷

中 心 7 ×24 小 时 一 站 式 贷 款 热 线 ：

86748844，当天中午就凭按揭合同房拿到

了应急贷款50万元。

（文

/

张蒙）

个贷中心专栏

银行贷款利息8.8折———个贷中心 让你马上有钱

制图 王珏菲

今日，博瑞传播（600880，收盘价24元）一

则公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因为公司在游戏产

业再添新动作。公司旗下成都博瑞天堂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天堂）于2014年2

月7日与上海久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久游网）签署协议，双方将联合运营由公司

独家代理的网络游戏《Audition3》（中文名称

《劲舞团3》）。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此次的合

作方久游网有近10年的《劲舞团》游戏运营经

验及大量客户资源，强强联合运行高品质的游

戏肯定会引起市场的关注。这也是继收购漫游

谷，拿下《劲舞堂》之后，博瑞传播在网游界的

又一大动作。

牵手久游网运营《劲舞团3》

根据协议约定，博瑞天堂将于《劲舞团3》

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上线起即与久游网展开

联合运营，首期协议期限为3年，双方运营收入

分成比例为博瑞天堂55%、久游网45%。博瑞天

堂负责提供《劲舞团3》正版版权及技术维护，

久游网负责开放其拥有的游戏网站、 客户，并

提供游戏运营策略及客服服务，双方将充分利

用各自渠道、平台及其他资源共同进行游戏的

推广宣传。

资料显示，《Audition3》 系韩国T3公司继

《Audition1、2》（中文名分别为 《劲舞团》、

《劲舞堂》）后研发的最新一代音乐舞蹈社交

游戏产品，博瑞传播已取得该游戏在中国大陆

地区运营的韩方授权。

合作方久游网是中国领先的互动娱乐社

区2.0运营商， 久游网流量目前在国内网游运

营商中位居前列。鉴于久游网有近10年的《劲

舞团》游戏运营经验及大量客户资源，此次与

久游网联合运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最大限度

发挥合作双方的优势，拓展游戏业务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劲舞团3》是风靡中国的

《劲舞团》的正宗续作，想必会再度点燃玩家

们的热情。

互联网领域投资近20亿

从开始的 《侠义道》系列，到《劲舞堂》，

如今与久游网合作再推《劲舞团3》，博瑞传播

“玩”的游戏越来越多，越来越向高端靠拢。

翻开博瑞传播“玩”游戏的历史，2009年，

公司首次出手， 以4.5亿元并购了网游公司成

都梦工厂，迈开了转型的第一步，随后公司不

断投资游戏公司，如上海晨炎、北京漫游谷等。

对于博瑞传播的转型，公司管理层也有着

清醒的认识。博瑞传播总经理吕公义去年底曾

在第三届上市公司领袖峰会上发言表示，“加

起来我们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已经将近20亿

元。而事实证明市场对此也是认同的。”

吕公义当时指出：“公司整个决策层都在

转型，我们的思路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发展路

径理顺，我们的投资将从端游、页游逐步转向

手游， 不断加大对研发这个核心竞争力的投

入，把自己的业务链打造得更加完美。”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宋戈

博瑞传播发力网游

联手久游运营《劲舞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