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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王宝
强的财富已超过1亿元，
而大部分资产是他在和
马蓉的婚姻存续期间赚
得。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上，以平均分
割为原则。只要是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
产，都要进行平均分割，
其中包括各种收入、股
权、房产、汽车等所有有
财产价值的物品，婚前财
产在婚后取得的收益也
包括其中。很多财经界人
士指出，如果“宝宝”在婚
前设立家族信托，或许能
避免“人财两失”的结局。

网络拍卖公告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 10 批）
受委托， 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将在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网站（以下简称省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spprec.com)，以网络竞价的方式，
公开拍卖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 10 批）。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 10 批共 85 辆(不含
车辆号牌)，车辆信息详见省交易中心网站中“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
10 批）拍卖车辆清单”。

二、竞买人资格: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中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
请参加车辆竞买。

三、参与竞买方式:报名与拍卖竞买均通过网上进行，竞买人登录省交易中心网站，
点击进入“四川省省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网络拍卖”页面，查看车辆信息，按照“竞
买人操作指南”进行注册、报名、交纳保证金及参与竞买。 竞买人应详细阅读“四川省省
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 10 批）拍卖车辆清单”、“竞买须知”等拍卖文件，一经出
价，则表明其完全认可车辆现状及拍卖文件所有约定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及交纳方式:竞买保证金 1 万元 / 辆。 竞买人交纳 1 万元竞买保证
金，可参与任意车辆的竞买，但只能竞得一辆车；交纳 2 万元竞买保证金，最多只能竞得
两辆车，依此类推。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支付，须以转账方式（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或
银行柜台）付至省交易中心账户。 户名：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成都人民中路支行 账号：39900188000707577
�������保证金交纳截止 2016 年 8 月 30 日 9 时 30 分（以竞价系统确认到账为准）。

特别提示：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前，必须先登录省交易中心网站，点击进入“四川省省
级机关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网络拍卖”页面完成注册及报名。

五、车辆展示:时间：2016 年 8 月 26 日至 8 月 28 日（9:00-17:00）。
地点：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 68 号摩尔车汇广场三楼及一楼室外（八益家俱城附近）。
六、网络竞价:本批次车辆分为 9 组进行竞价，前 8 组每组为 10 辆，第 9 组为 5 辆。

第 1 组竞价从 2016 年 8 月 29 日 10 时开始，其后各组竞价开始时间依次延后 5 分钟。
自由竞价时间为每辆车竞价开始时间起 24 小时， 自由竞价时间结束前 ２ 分钟内如有
新的出价,则启动延时竞价。

七、拍卖成交价款、佣金支付及成交确认手续办理:拍卖成交，买受人须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 17 时前付清车辆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佣金为成交价款的 1.8%），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 17 时前持付款凭据到成都市人民中路三段 35 号“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拍卖人办公点办理成交确认手续。

八、本公告发布媒体: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新浪、网
易、搜狐网；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网站；四川省拍卖行业协会网站；华西都市报；成都
商报；四川省交通广播电台。

九、竞买咨询地点及电话:（一）成都市人民中路三段 35 号“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拍卖人办公点

（二）竞买咨询：（028）86759339�����61323135�����85065567����15328232788��
������（三）网络服务：（028）86752259�����������四川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22 日

家族信托实现财富的传承与保
护，本地信托公司是否已经开展家族
信托业务？

“家族信托在境内财产保护与传
承方面的综合运用已经比较成熟，其
中在婚前财产隔离保护方面优势较为
突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四川本地大
多数高净值人群对家族信托还比较陌
生，“大部分人觉得信托只是一个理财
产品，包括本地大部分法律专业人士，
都不知道信托可以解决家族财产传承
和保护的问题。”

据介绍，四川信托于 2014 年推出
了锦绣财富品牌，并于2016年设立了
锦绣家族办公室，并推出了家族信托
产品锦耀世家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可

以全面覆盖财富传承、资产保护、税务
筹划及投资管理等多重功能，并通过
与境内外多家专业机构合作形成财富
管理综合服务平台，能够为客户量身
定制一站式闭环服务。

管百海表示，近几年，中铁信托在
家族信托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的进
展，尤其是中铁信托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也将家族信托纳入博士后重点
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在家
族办公室成立方面做了大量筹备工
作，可为不同需求客户开发多元化家
族信托产品，”管百海表示，近期中铁
信托在与一些高净值客户交流洽谈，
争取设计出合适的产品，满足客户家
族财富传承的需求，并推动公司业务
创新。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近几年，“贷款难”成为困扰企业家的难题，中小微
企业遭遇资金困局后处处碰壁，融资难“痛点”在哪儿？
如何化解“资金难”症结，调动企业家投资积极性？

成都快贷网总经理杨兰（上图）接受采访时称，信贷市
场即将迎来变革，在她看来，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传统贷款
方式的“痛点”是申请难、获批难、用款难、还款难和再借难，
而快贷网为代表的贷款机构，正在改变这一领域的问题。
■信贷市场潜力巨大

杨兰介绍，从去年以来，央行在加大信贷方面的投
入。截至2015年年末，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以信贷资产质押
方式向31家地方金融机构合计发放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
49.73亿元，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三农”、小微企业等信贷
投放。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7月，民间投资增长2.1%，比
上半年回落幅度收窄。

“信贷市场需求量其实非常巨大，虽然现在贷款更
容易，但也有不少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主感觉贷款难，”
杨兰说，快贷网得益于便捷的贷款方式，不仅放款快，
而且额度最高可达到3000万元，对传统贷款领域是一
种有利的补充。
■普惠金融：贷款便捷 方式多样

杨兰介绍，快贷网成立4年以来，联合成都60余家
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快贷的放款主体主要是
银行，我们和银行共同做产品设计，并负责产品的营销、
推广、运营和贷后管理。”杨兰介绍，目前快贷提供的贷
款服务，除了传统的房贷和车贷，贷款人名下有营业执
照、公积金、社保、保单等其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行
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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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贷款速度上也非常方便快捷，“资料齐全，当天就可
放款。车贷速度更快，申请到贷款办理，最快只需半小时。”
■满足多样化融资需求

“不管有无抵押，都可以来找我们贷款。”杨兰介绍，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上个月准备扩大店面，通过快贷
中心贷款150万元，隔天到账，朱先生抓住了发展的宝
贵商机。几年来，快贷网帮助经营良好的小微企业扩大
市场，也帮助了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摆脱了危机。

在传统抵押贷款外，快贷网还有无抵押轻松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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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力图为每个客
户量身定做合适
的贷款模式。”

（吕波）

发烧级尖货集中亮相、直播引发
千万粉丝关注、22 分钟完成第一单送
达……“燃，就现在”的818 发烧节，如
约而至，精彩上演。

和过程同样精彩的，还有令人眼
前一亮的战果。作为 2016 下半年第一
场发烧级消费盛宴，苏宁易购彻底引
爆消费市场：18日当天中午11点46分
19秒，线上超过2015年全天数据。之后
订单量一路攀升，最终定格在全天增
长312%的水平。其中，移动端销售占比
81%，门店销售同比增长126%，刚满周
岁的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同比增长
6.5 倍。任性付同比增长超过 800%，物
流当日达完成率达到97.8%。

空调、手机、日用品等领跑销售榜
多款热销品紧急补货

众所周知，家电3C一直是苏宁易
购的优势品类，特别是在大家电领域，
苏宁易购更是当之无愧的“渠道之
王”。26年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和线上线
下融合的O2O优势，成为品牌商选择
与苏宁长期合作的重要原因。规模采
购和反向定制驱动下形成的价格优势
和服务体验，成为消费者“买家电3C，
到苏宁易购”的优选。

空调是苏宁的发家品类。夏日高

温“烤热”整个空调市场，有时一天就
能卖出平时一个月的销量。8 月中下
旬，各大空调品牌抢抓818发烧节大促
机会，投入大量资源“促供给，去库
存”。苏宁易购发布的战报显示，空调
某款单品的销售突破了1万台，同比增
长3倍。变频高能效空调逐渐成为消费
者的选择，一级高能效空调占比突破
20%。智能空调市场开始逐步升温，818
当天，美的WPA智能空调销售同比增
长超过400%。

手机品类在818当天的销量喜人。
随着苏宁易购和天猫合作加速，苏宁
易购天猫旗舰店手机同比增长6倍。互
联网手机品牌加速落地，在门店销量
占比达26%。18日的数据显示，小米当
天销量一举夺冠。而纵观整个 818 期
间，双线销量前十的品牌是魅族、荣

耀、小米、苹果、华为、三星、OPPO、vi-
vo、乐视、联想。

奥运会带动了彩电的热销。818发
烧节全天，苏宁易购销售彩电22万台，
其中线上增长265%。国产彩电TCL和
海信领跑彩电销售排行榜，合资彩电
索尼销量排名第三。大数据显示，4K彩
电的销售占比达到72%，55吋以上大屏
电视销售占比超过35%。深圳成为购买
65 英寸及以上彩电极多的城市，而上
海是曲面电视销售极好的城市。

生活电器种类繁多，与人们生活
品质息息相关。818 发烧节当天，各类
生活电器线上销售同比增长475%，许
多单品刷出新的销售纪录。活动开始
仅两小时，就售出 1.5 万台电饭煲，半
天时间就售出6万台电压力锅，全天卖
出1.6万台空气净化器。苏宁易购大数
据显示，天秤座、狮子座、天蝎座的消
费者超爱精致小家电，80后比70后、90
后更有生活范儿。

FBI买手直播+“百团大战”撬动
千万级粉丝关注

姚晨、李娜、胡杏儿、霍思燕、殷嘉
恩、王智、杨威、海玲、张思莱……818
发烧节期间，这些明星大腕作为FBI买
手，通过苏宁易购 APP 青春社区直播

平台参加直播，足迹遍布美国、德国、
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及中国香
港、台湾等地区。

除了明星，更多的专家、工厂技
师、店员也加入到FBI买手直播中。据
悉，这些FBI买手从11904名报名者中
脱颖而出。

苏宁大数据显示，28场FBI买手直
播，共获得1700万次点赞。其中，最铁杆
的一位粉丝连续观看27场直播，送出70
个赞，抢到34张价值2868元的优惠券。

8 月 17 日晚 8 点，818 名网红同时
上线八大平台直播，堪称直播史上的

“百团大战”。在苏宁易购总部，拥有超
百万粉丝的冯提莫、沈曼等超级网红，
领衔作战，偕同各路主播，派发亿元红
包，成为整个818期间极具燃力的直播
案例。据统计，线上单个主播的最高观
看峰值达到131万，全部主播的观看总
人数超过1796万。

18 日上午，直播继续。3 个科技大
V+人气网红的组合直播，在不到两个
小时内，超过721万人观看了直播。参
与互动的网友，高达上百万人。

为迎接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一周
岁生日，8月12日至17日，开启网红直
播模式，4场直播累计吸引20.3万人观
看，用户点赞次数240万，累计引导成
交金额1300万。

苏宁易购发布818发烧节战报：全天订单量增长312%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战报 8月19日，中信银行新任董事长李庆萍首次来到成
都，并率队赶赴宜宾高县调研精准扶贫。为加大扶贫力
度，李庆萍当场表示，中信银行总行将在成都分行捐款
30万元基础上，再向宜宾高县来复镇通书村追加100万
元捐款，专项用于当地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7月21日，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经银监会核准，李
庆萍从7月20日起正式担任该行董事长。据了解，李庆萍
也成为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的女董事长。8月19日，
李庆萍首次以董事长身份带队来到成都，在赶赴宜宾高
县来复镇通书村调研精准扶贫时，李庆萍表示，精准扶贫
是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它解决了“扶持谁”和

“怎么扶”的问题。
根据通书村实际情况，中信银行将从四方面加大帮

扶力度:一是中信银行总行将在成都分行捐款30万元基
础上，再捐款100万元，专项用于通书村改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二是从2016年开始，凡考入三本以上大学的
通书村贫困家庭子女，其大学期间的学费由中信银行成
都分行承担；三是总行及成都分行将优先采购通书村的
农副产品，支持通书村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农业生
产；四是努力帮助通书村引进、对接产业扶贫项目，同时
优先为其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杨斌）

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点
快贷提供便捷贷款方式

中信银行新任董事长李庆萍首次来蓉调研

2013 年，传媒巨亨默多克与第三
任妻子邓文迪的离婚事件，让“家族
信托”被更多的人熟知。默多克在与
第二任妻子安娜·托芙离婚时支付了
17 亿美元，损失惨重，而在与邓文迪
结婚前，默多克把名下的主要资产，
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装入了家族

信托进行隔离保护。2013 年末，离婚
的邓文迪仅获两套房产和让两个女
儿成为 870 万美金基金的受益人，虽
然嫁入豪门，但不得不以净身出户收
场。这一次，默多克尽管经历了失败
的婚姻，但掌握的新闻集团财富却并
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吕波）

延伸阅读

有无家族信托影响“分钱”
默多克两次离婚结果不同

著名艺人王宝强和马蓉（右图）的婚
变事件近日刷爆朋友圈。8月15日，王宝
强向北京朝阳法院起诉离婚，财产或将被
分割，面临“人财两失”。

对于“宝宝”离婚事件，不少财经界人
士认为，如果当初王宝强设立家族信托，
就可在离婚时保护自己的财产。上周五，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本地多位信托界人
士，假设重回2009年，“宝宝”该如何设立
家族信托？

8月15日，王宝强向北京朝阳法院
起诉离婚，原本身家上亿却披露需借款
缴纳诉讼费。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缺乏
婚前财产保护设计，财产被分割已不可
避免。网友们假设，如果“宝宝”婚前设
立家族信托，就能让马蓉“净身出户”。

记者采访了多位信托界人士，假
设“宝宝”在婚前设立家族信托，将如
何规避婚后财产分割？

中铁信托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
博士后管百海表示，王宝强婚前可将
财产 800 万元设立一支家族信托，并
控股演艺经纪公司。演艺经纪公司向

王宝强发放合理的工资和劳动报酬，
并根据公司章程定期将利润上传到股
权家族信托中，通过这样的信托架构
设计，王宝强可利用家族信托间接控
制演艺经纪公司的股权，并实现信托
资产与家族成员的财产相互隔离。

管百海表示，设立婚前的资金管理
家族信托，毋需未来配偶签字，也毋需告
知对方。此外，王宝强还可对家族成员受
益人的受益份额和受益条件进行设定。
同时，还可设定家族信托无权撤销，也无
权更改受益人和调整受益份额等，尽管
缺乏灵活性，但是保护作用更明显。

不过管百海表示，现在大家对家
族信托的猜想还是一种“马后炮”，“该
种信托的门槛一般都在千万，王宝强
刚出道，以区区800万设立家族信托，
各大机构是否会接招，就不得而知
了。”四川信托锦绣家族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现在去构想 2009 年时
王宝强设定信托已经没有意义，但我
们可以从中吸取到教训，了解家族信
托在财产传承和保护方面的作用。”

四川信托锦绣家族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几年国内已经有不少富豪通
过设立家族信托进行婚前财产隔离保

护，避免自己或子女因婚变风险的不确
定性而导致财产流失，比如有位资产量
千万以上的高净值客户，儿子要结婚了，
但夫妻俩对准儿媳性格和为人处世不太
满意，担心婚变出现家产外流。一般来
说客户可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来防范风
险，但这种方式很伤感情，且需要双方
签名同意，儿子不愿意如此操作，最后
通过设立家族信托来进行解决，父母把
这笔资金设立成一个家族信托，孩子作
为受益人，该财产与其配偶无关，当然
配偶也可享有受益权，但需要达到一定
的条件，这样实现财富传承和保护。

婚前设立家族信托 可规避婚后财产分割

设立家族信托业务 可有效避免家产外流借鉴

本地信托公司已可设立家族信托发展

金融界围观王宝强离婚争产金融界围观王宝强离婚争产
若婚前设立家族信托若婚前设立家族信托
或能避免人财两失或能避免人财两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