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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搬家公司
●张师傅搬家160元起85181335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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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 廖 杨 氏 残 疾 证 （号 码 ：
51010719321001342924）遗失

●成都兴雷特科技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343138�
25-5）遗失作废
●成都神仙树大院7-2-1504购房
收 据 编 号 0040364、0040886、
0041479、0071699收据及2期288车
位代收款收据编号2203038收据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何镇宇遗失成都英之辅语言培
训中心出具的培训费发票，发票号
02661420/02661421， 金额12600
元，声明作废。
●成都市伯爵主题酒店公章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动维软件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510106000191270）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餐馆转让
●南航空路美食城13981811020

酒楼·茶楼转让
●低价转让郫县西华大学旁3900
平高品质品牌酒店18030845821

●商务酒店转让13281280353黄

●500多平精装修酒店转让或酒店

内部用品出售13981875923

●中式盈利茶府转15884886644

店 铺

厂房租售
●免费帮您租售厂13980918900

●食品厂出租有证1520838926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厂库房500平出租18030879377

招 商

●租养老休闲场地15828341107
●乐山高新区有工业用地20亩，
寻找项目合作商13990648801
●租优质办学场地18982919636

急需用钱，希望放款额度又快又
高，贷款利息再低一点。现在，急需贷款
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拨打028-66623666
或者去快贷中心（位于西安中路47号，
近宽窄巷子）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会享
受无抵押，额度高、放款快，银行利息低
至3厘的贷款产品，银行贷款最高额度
可达3000万。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目前，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
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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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证担
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
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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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贷快至半小时放款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转
资 金 ，也 可 以 拨 打028-66623666
申请汽车抵押贷款。只要资料审核完
毕，最快半个小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

息低至8厘。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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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市民马先生用被查封奥迪
车和相关证明资料通过快贷中心向银行
申请到20万元的应急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快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工
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无抵
押轻松贷。

你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
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以用单位
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一个放大贷；还可
以用购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
高60倍来办理应急贷款。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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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需用钱找快贷 银行利息低至3厘

限量装自5月6日在京东预售以来，3
日内已预售超100万罐，堪称当季爆款潮
饮。从促进产品热销，到刷新品牌年轻化
形象，再到加速国际化战略布局——把

“预防上火”的产品功能定位通过胖红形

象实现具象化的跨文化沟通，金罐加多
宝的首场大电影营销可谓一石三鸟。伴
随这种典范式营销案例的累积，中国品
牌整个电影营销的水平无疑将再上台
阶。 （李晶）

唯品会6.16年中特卖狂欢
CJO周杰伦再推“惊喜三重奏”

周杰伦出任唯品会首席惊喜官，新官上任即给过亿会员带来一
场“4.19无与‘伦’比的特卖”，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电
商行业的年中大促6.18即将到来，天猫、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各自
出招，网购“剁手族”们也已蓄势待发。作为电商行业的惊喜制造专
家，在首席惊喜官周杰伦加盟后的首个年中大促，唯品会又将携手
周董怎么玩？

本次唯品会6.16年中特卖狂欢，将从6月16日早上10点，一直
持续到6月20日早10点，为过亿会员继续精选1500个大牌，近100
亿的正品尖货。本次唯品会6.16年中特卖狂欢，除了传统的折后满
减，签到领现金（亿元红包），一元得宝（抢iPhone 6s）等活动外，
还有CJO周杰伦为唯品会过亿会员倾力打造的“惊喜三重奏”……
除此之外，唯品国际、唯品母婴、美妆、3C等全品类发力——带来
“美好生活”的全方位惊喜。

本次唯品会6.16年中特卖狂欢，唯
品国际、唯品母婴、美妆、3C等全品类
发力，无论是海外尖货，养娃必备，颜值
美妆或者3C精选都为过亿会员准备了
大牌正品好货。

唯品会“唯品国际”继续深化“正品
信赖、精选信赖、价格信赖、服务信赖、
规模信赖”五大全新信赖升级战略及核
心差异化竞争优势，免邮包税。目前唯
品国际已与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
大、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多国的优质大
牌达成战略合作，澳洲的保健品大牌
Swisse、Blackmores，新西兰的A2，美国
的Ocean Spray，韩国LG生活健康集团
旗下品牌等等，都将在本次唯品会6.16
年中特卖狂欢中上线。

为过亿会员带来“养娃必备”尖货
的唯品母婴频道，奶粉尿裤专场低至
2.1折，集合了人气断货品牌：帮宝适、
美素佳儿、惠氏等供宝妈们囤货，SGS
质检，品牌授权与太平洋保险构成的服
务保障金三角让妈妈们放心选购。

而唯品会近年来持续发力的美妆
特卖，本次6.16年中特卖狂欢继续联合
各大品牌深度互动、携手明星为过亿会
员送惊喜。

同时，3C品类除了与华为、小米等
国民品牌联手外，更有苹果iphone 6S
专场为过亿会员奉上“一元夺宝”等惊
喜活动，让会员享受来自唯品会的超级
惊喜福利。 （谢颖）

作为唯品会的首席惊喜官，
周杰伦将为唯品会过亿会员带来
此前“说好的惊喜”——周杰伦
2016年全新QQ数字/精装版专
辑，于6.16期间在唯品会开启预
售预约，同步首发！预约专辑，不
仅可抽取周杰伦演唱会门票、杰
迷众创限量签名画册、唯品会优
惠券等多重好礼，更可享受折扣
价，预约人数越多，折扣越大，参
与“有一种惊喜叫周杰伦”互动分
享与杰伦的故事，还有机会获得
周杰伦亲笔签名照和签名CD！

唯品会6.16年中特卖狂欢还
将带来周杰伦原创耳机——呈
现“演唱会现场感觉”的Tiinlab，
周杰伦原创服饰潮牌PHANT-
ACi，还有周杰伦定制化妆品礼
盒，让粉丝们尽享惊喜。

作为首席惊喜官，周杰伦本
次再尽“地主之谊”，携手明星好
友古巨基、郑恺、BIGBANG等，

李薇、任茜、张帅等明星设计师
还有网红设计师们等，共同带来
10大明星原创潮牌专场独家特
卖；众星“组团”参与唯品会年中
特卖狂欢，联袂为过亿会员带来
上半年唯品会最强“明星IP”。此
外还将设置直播导购新挑战
——在北京世贸天阶设置全透
视玻璃屋，邀请人气网红直播，
进行#12小时生存挑战#，线上
线下的惊喜玩法应接不暇。其
中，韩国人气组合BIGBANG巡
演 2016 BIGBANG MADE
［V.I.P］ Tour in China官方周
边新品，将在唯品会6.16年中特
卖 狂 欢 全 网 独 家 首 发 ！作 为
BIGBANG此次最新官方周边
独家首发平台，唯品会6.16年中
特卖狂欢，将为过亿会员带来帆
布袋、口罩、抱枕、马克杯等居家
类产品，让偶像“零距离”环绕身
边。

唯品会最强“明星IP”
周杰伦+BIGBANG独家惊喜

本次特卖狂欢，将带来轻奢大牌，
专柜大牌，潮牌新势力，明星设计师原
创等几大品牌盛宴，继续精选来自中
国、美国、欧洲、澳洲、日本、韩国等1500
个大牌。其中，TOD'S、COACH、VER-
SACE JEANS、老佛爷百货旗下大牌、
KENZO、Folli Follie、Ray-Ban等414个
轻奢大牌5，835，894件商品将在唯品会
6.16 上 线 特 卖 ；马 天 奴 、欧 时 力 、
MO&CO、马克华菲、莱尔斯丹等504个
专柜大牌37，885，252件商品不用去专
卖店，在唯品会6.16即可惊喜价同步拥
有 ；此 外 还 有 I.T 集 团 旗 下 IZZUE、
CHOCOOLATE、B+AB等12个潮牌、
New Balance、ASH等共403个潮牌4，
229，582件潮货可在唯品会6.16抢购。

精选大牌玩转折扣
演绎“高贵不贵”的惊喜

全品类发力
带来“美好生活”的全方位惊喜

别碰电影营销，要么就像加多宝这样做！
《愤怒的小鸟》

内地票房突破4亿
元，连续两周蝉联
微博电影热议榜冠
军。优秀的票房表
现得益于好莱坞的
大制作，而麦当劳、
加多宝等一大波擅
长营销的大品牌跨
界合作，自然也不
无助力。其中，加多
宝与《愤怒的小鸟》
以“预防上火”之名
的联姻，成为快消
品电影营销的又一
标杆案例。

加多宝集团党委书记庞振国说，《愤
怒的小鸟》无论从IP调性、粉丝群体、全
球影响力以及档期来看，它都是加多宝
的合作首选。另一方面，加多宝精准锁定

了“愤怒”与“上火”的内在强关联，巧妙
地将《愤怒的小鸟》代表的“消解愤怒、释
放压力”的大众诉求和金罐加多宝“预防
上火”的产品定位连接在一起。

定位先行，电影IP与产品功能深度契合

昨日凌晨5时，美国明晟指数公司（MS-
CI）公布了本年度市场分类审核结果，称推迟
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国A股将
继续留在2017年评估列表中。

这是A股第三次闯关MSCI失败，中国证
监会表示，这并不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
程。从昨日A股沪指、深成指均低开高走收出
长阳线看，市场受评估结果影响不大。

MSCI：三项待改善问题成A股拦路虎

明晟公司首先肯定了中国市场的进步。认
为过去几个月，中国管理层对A股市场的准入
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显著的改善。

但针对今年仍不将A股纳入其指数的决
定，明晟公司解释：MSCI此前就2016年度市
场分类评审提出了四项问题，包括：实际权益
拥有权、QFII 制度改革对市场准入与资本流

动的影响及成效、旨在防范广泛性自愿停牌的
交易所新规的执行情况和內地交易所针对金
融产品的预先审批限制问题。

明晟公司认为，去年提出的四项问题中，
后三项还有待进一步处理，特别是与QFII制
度相关的问题，一是国际投资者反映仍在等待
于数月前申请的QFII额度分配；二是一些投
资者指出，尽管按日资本赎回的新规在今年2
月初已生效，他们尚未能受益；三是在现行规
定下，QFII 投资者的每月资本赎回额度不能
超过其上一年度净资产值的20%，此项限制对
投资者需要兑付客户资金赎回时带来潜在的
流动性障碍。

证监会：不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程

昨日市场情绪未完全受评估结果影响。沪
指和深成指均低开高走最终收出长阳线，沪指

收涨1.58%，深成指上涨2.82%。
MSCI评估结果公布不久，中国证监会就

在官方网站作出回应。证监会表示，MSCI 明
晟新兴市场指数是一个商业机构的指数，中国
证监会对于 MSCI 明晟公司考虑将 A 股纳入
该指数是同意和支持的，纳入与否是MSCI明
晟公司的商业决定。

此次MSCI明晟公司延迟纳入的决定，不
会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市场
化、法治化的方向，建设长期稳定健康的资本
市场是我们自身的需要。

虽然明晟公司指出了诸多问题，但该公司
特别声明：MSCI 表示中国 A 股将会保留在
2017年纳入新兴市场的审核名单上。“假若以
上提及方面在2017年6月之前出现显著的积
极进展，A股并不需要等到明年6月便可以纳
入指数。”

每日经济新闻

昨日，A 股延迟纳入 MSCI 一事
尘埃落定，空头在开盘之后宣泄了一
下悲观情绪之后，指数迅速走强。

从5月31日的大幅反弹，再到本周
一的光脚大阴线，A股能否纳入MSCI
这一重要不确定性事件一直困扰着市
场。而昨天虽然A股再次被拒，市场一
致解读为短期利空。但从最终的走势来
看，随着不确定性消除，市场绕了一圈
后，又重新回到原点。如此反复无常的

走势，究竟意味着利空出尽是利好，还
是意味着周一的大跌是一次假摔？让前
期减仓的投资者感到困扰。

经过昨日的上涨后，我们需要考
虑的是，周一的大跌是不是“假摔”，以
及未来行情会怎样？我的看法是，当行
情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之后，衡量市
场强弱的标准，还是得看成交量。

目前，A 股被拒 MSCI 一事虽然
尘埃落定，但还有其他一些不确定性
因素尚未解决。比如英国脱欧、人民
币汇率波动，以及美联储的利率政策
等。所以，要想出现更为有力的反弹，
必须还要看成交量能否进一步放大。

其次，昨天的成交量虽然有些放
大，沪市成交1972亿元，但连2000亿
元都不到，这样的量还不能说明问

题，加上 2890 点一线的上方还有阻
力。要想突破，还需要更大的量。

最后，目前10周均线在2911点，
10日均线在2905点左右，说明中短期
均线都在上方形成阻力。只有放量突
破阻力位，才能说明之前的大跌是假
摔，否则的话，还是只能继续观察。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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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达号：
打造负
责任的
投资社
群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 A股之前在假摔？

A股暂缓纳入MSCI
证监会：不影响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程

加多宝营销团队再次秀出创意实
力，线上线下全面打通，金罐上市一周年
宣布聘任“胖红”担任加多宝“大战无名
火全球大使”，并聚焦“熬夜火、加班火、
堵车火、无名火”推出4款限量装。随后，
加多宝上线“扫码赢金罐”平台，上线一

周总互动量超300万。首映礼上，限量装
激萌形象大出风头。加多宝携手“胖红”
推出“不怕上火大使公馆”，展开包场电
影和趣味互动。据透露，就连影片出品方
索尼影业的内部人士都盛赞加多宝的营
销做得好。

创意烧脑，线上、线下360度玩转IP营销

一石三鸟，产品热销背后的国际化、年轻化战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