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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拍卖公告

标的 1注：（1）业态要求：农贸、菜市场及其相关行业（不可用于宰杀活禽）；（2）五年租赁期的前三
年为免租期；（3）竞得人须按要求完成市场装修及配套建设，投入不得低于 240 万元；（4）竞得人须在
拍卖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缴纳 100万元履约保证金；（5） 报名时须提供不少于 200 万元的银行资信
证明。 二、竞买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三、标的展示时间、地点：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6年 9月 13日止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16年 9月 6日起至 2016年 9月 13日止，每天 9:30至 16:30（节假日除外）。
五、报名地点：郫县德源镇红旗大道北段 221号综合楼 1楼郫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报名室。
六、办理竞买手续事宜：意向竞买人需在 2016 年 9 月 13 日 16:30(以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缴纳

至指定账户，法人报名保证金应从其基本账户转出，不接受现金报名。 (账户：郫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开户行：工行成都鹃城支行，账号：4402�2547�2910�0002�914)请意向竞买人持相关有效证件及
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报名点报名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七、咨询电话： 028-85081580��028-87913976���18782929071（沈先生） 18990250131（陈女士）
工商监督电话：028-86523456�������������������成都艾客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9月 6日

受委托，定于 2016年 9 月 14 日 10:00 在郫县德源镇红旗大道北
段 221号综合楼 1楼郫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易大厅（1）对以下
标的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下：一、标的基本情况 ：

序号 标 的 位 置 建筑面积（m2）
租赁
年限

参考单价
（元 /m2/月）

租金参考价
（万元 /年）

竞拍保证
金（万元）

郫县红光镇银润路 188号西城御景
农贸市场 1-3层

1

2 郫县郫筒镇北大街 135号 48.2 三年 100 5.78 1
3 郫县郫筒镇北大街 137号 65.3 三年 113.1 8.86 2
4 郫县郫筒镇北大街 139号 31.8 三年 100 3.82 1
5 郫县郫筒镇北大街 141号 48.2 三年 100 5.78 1
6 郫县郫筒镇东大街 180号 37.89 三年 105.6 4.8 1

7 郫县唐昌镇北正街 146 号、148 号
及二楼住房一套 166.6 三年 25 5.0 1

2486.63 五年 21.77 64.96 10

求 职
●资深会计师兼职18980073456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85559505修空调加氟87773336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报废车回收
●高收报废车旧车13194984169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律师服务

启 事
●四川银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发
票 专 用 章 （ 入 网 号
5101000031348）遗失

●成都格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510198332079624)不

慎遗失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 码 5100152320， 发 票 号 码

11849199)，声明作废。

●喻靖霖身份证（510106199503�

261814）于2016年8月15日遗失

●成都天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收据 (编号:0006111) 遗失作废

餐馆转让
●口岸好旺餐转让18583965998

酒楼·茶楼转让
●大石西路茶楼转13880192196

店 铺
●红牌楼铺租800平18502838288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证，

购即分割028-84944666

●郫县厂库房出租18080882350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厂房出租: 双流蛟龙工业港620

平米,可分租.电话13908006701

招 商

“国防乐园”第三次债权拍卖
拍出1.5779亿

一笔本息合计高达4.6亿元的债权拍卖，
“国防乐园”再次出引起人们关注。

8月24日，北京产权交易所西南中心通过
网络动态竞价和现场同步拍卖的方式，对四川
省农业银行持有的四川盛大国防科教实业公
司及四川威龙药业有限公司的“国防乐园”债
权进行公开竞价拍卖，最终以15779万元成交。

据记者查询，这已经是“国防乐园”债权的
第三次拍卖，前两次拍卖尤其是2012年本金高
达1.088亿元的债权拍卖。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免费高效贷款
就找快贷帮忙

为有效降低融资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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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机会享受利息
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贷款最高额度可达
3000万。
到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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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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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贷只花半小时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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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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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经济
不仅是跑步这么“简单”

成立于2010年的跑步公园可
以说是西南很出名的一个体育机
构，现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赛事运
营、跑者俱乐部俗称跑团等分支机
构的公司。仅跑团这一块就有近30
个分会数千名成员，先后组队近10
万人参加了全球各大马拉松赛事。

跑步公园创始人王超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成立于
2010年的跑步公园当时是没有任

何经济市场的，单纯是希望将真正
的跑者聚集在一起，从2013年跑步
开始火爆，全民健身距离老百姓越
来越近，跑步公园也开始逐步走上
了商业化道路。

跑步公园目前的赢利点也主要
集中在两块，第一是承办赛事活动，
落地执行赛事收取费用，第二是打
造一个刚性需求的平台，参加活动、
参加赛事、销售装备以及康复训练，

这一类会员的刚性需求也可以实现
公司的盈利。但王超表示，“目前跑
步公园还处于成本投入阶段，我们
的商业模式也很清晰，但这阶段肯
定是投入大于收益的”。

随着跑步人群的不断扩大，将
促进跑步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常
春、王超看来，这是一个等待井喷
的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贺华玲

当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约跑、跑步社交变得简单起来，从过去的一个人跑步变成了
一群人跑。同时，“马拉松热”正席卷全国各地，各路跑步赛事一波接一波，跑步俨然成为了
一个“全民话题”，也衍生了跑步经济这块蛋糕。

与之相伴的是，各类跑团组织和跑步平台近年蜂拥而起，以期从中分一杯羹。那么，跑
步是如何成为一门生意的？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与热火朝天的跑步群体相比，挖掘其
中的生意经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跑步爱好者中，马拉松赛
事似乎正成为了“网红”一样
存在的体育运动。“跑马”的人
越来越多，在社交媒体上晒跑
步也成了一种时尚。

一直热衷于跑步的邓邓，
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已经参加
了3次马拉松赛事。对于她来
说，虽然在跑步上花费的钱不
少，但是为了健康和释放工作
压力她觉得很值。

“一年光买装备可能也要
好几万，另外参加马拉松赛事
地来回机票、住宿食宿都要自
掏腰包，细算起来还真不少”。
邓邓介绍，一身衣服怎么也要
1000元以上，一双跑鞋的价格
也在1000元左右，一双跑鞋的
大概寿命在500公里到1000公
里。通常说来，一年跑下来至
少也需要4~5套，如果另外再
碰到心仪的款式也会买入，此
外还需购买包、帽子、运动手
表等配件。

四川劲浪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市场部总监字诚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近年公司为跑步
爱好者开了专门的体育店铺，

“我们发现跑友对装备的需求
非常大，标准高，特别是女生，
一个普通女孩子人均一年花
费5000元左右，包括跑鞋、服
装等。”

购买装备、请专业教练指
导、体检甚至买保险，加上可
能产生的吃住行，马拉松带动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给赛事举
办地和企业创造了巨大经济
效益。马拉松赛事的商业价值
正日渐凸显。

运营较为成熟的马拉松
赛事，其商业赞助的收益达到
千万级别并非难事。运营多场
马拉松赛事的智美公司，2014
年公司中期年报显示，该公司
赛事运营部分的毛利率高达
65.8%，而集团整体的毛利率
则是46%。

跑步人群增多
催生跑步经济

普通跑友年花费5000元

跑步生意经

在成都，入夜后的锦城湖开始
热闹起来，穿着各种运动装备的跑
步者，有个人有团体。而这些锦城
湖的跑友只是成都众多跑友的一
个缩影，在成都的东西南北中都有
各种各样的跑友和跑团，清晨或者
夜晚，以跑步作为一种运动方式。

Wish女子跑团是今年才成立的
一个女子跑团，Wish女子跑团虽然
才成立不久，但以团成员颜值高而
受到了不少商家的青睐。该跑团的

副会长“悠悠”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成立这个跑团的初衷是因为自己是
一个跑步爱好者，同时身边也有很
多这样的朋友，于是成立了一个方
便大家交流联络的组织。“虽然是个
纯女子跑团，但我们要求了团员每
个月的跑量，没有空可以不参加活
动，但我们要通过跑步的APP来核
定每个月有没有达到跑量”。

跑团成立后不久就有商家找上
门，希望能进行商业合作。不过对于

目前的商业合作，“悠悠”坦言，赚不
了钱。因为现阶段都是商家邀请成
员参加活动，商家负责赞助成员的
吃喝及服装，参加一次商业合作，能
赚到的最多也就是一套衣服。

Wish女子跑团副会长“悠悠”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像她们这样的
民间自发组织的跑团有很多。此外
还有品牌厂商组织的跑团，政府企
事业单位组织的跑团和一些名人
明星跑团等。

一个女子跑团“商业跑”最多赚点衣服钱

根据中国田协发布的《中国田
径协会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运动注
册赛事日历》统计，截止到2016年5
月13日，我国大陆地区上半年马拉
松及相关赛事共举办了113场，相
当于2015年40场的近3倍，是2014年
24场的近5倍。

成都小伙常春与资深跑友田同
生于去年5月联合创办了跑哪儿科技
公司，成为整合全球跑马赛事的平

台。专注于“跑步赛事+旅游”这个新
兴市场，借助互联网手段，将跑步赛
事和旅游等多项服务进行多重跨界
融合，并建立高黏性社群。目前，公司
已完成优客工场领投，领势资本与华
的艺术投资跟投的天使轮融资。

常春介绍，跑哪儿主要从这些
方面探索盈利模式：一是组织跑
步赛事中的报名费用，二是开发马
拉松旅游；三是与赛事举办方合

作，提供赛事管理解决方案，包括
策划、志愿者招募及培训，赛事成
绩系统，选手招募，赛后成绩发布
等服务；四是自己举办赛事，获得
赞助商赞助等。另外，特别针对创
业者，举办跑步赛事，聚合企业高
层人士，搭建交流社群，提升平台
影响力。常春说“现在，我们平台上
已经汇聚了全球各地100多项马拉
松赛事，服务了数千跑友。”

一个商业市场 互联网助推跑步产业

一个公司现状 目前投入大于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