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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院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6年 12月 21日 10:00起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
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网络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1、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 53号“清华坊”附 64号 1-3层住宅，建筑面积共
计 407.08m2。 参考价：749.29万元。 保证金：75万元。

2、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全兴路 18号 1栋 1楼 A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 115.82m2；4楼 5号住宅，建
筑面积 202.13m2；2楼 1号住宅，建筑面积 405.72m2。 整体拍卖，参考价：260.45万元，保证金：27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拍卖前一日 16：00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交至法院指定账

户，并于拍卖前一日 17:00前凭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号交易所大厦 1楼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四、特别说明：其他涉及该标的当事人和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
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现场，如有意购买上述标的，须按上述规定交纳保证金、办理竞买报名
手续，并于拍卖当日参加竞买，否则视为弃权。 详情可查“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
cn.）、“www.swuee.com” 拍卖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288号锦天国际二单元 14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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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洗86629948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装饰装修
●餐厅,茶楼,酒店装修66191988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办照●资质●报税61515001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餐馆转让
●春熙路餐馆转让，82平米，2万3/
月。13183838885中介勿扰
●石羊火锅店转让13980886886
●成华区一环路建设路口800平
火锅店转让13983011152

店 铺
●转一品天下网吧18608261731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
证，购即分割028-84944666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2000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招 商
●好项目寻合作13608596722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3980071287李

●转家具工业用地13708080288

由成都商报主办的2016中国
（成都）金融理财节圆满结束，“金
牌理财师为您量身定制理财方案”
正在火热进行中。高净值家庭如何
做好财富传承？本期金牌理财师苏
畅然将针对三个不同家庭的案例，
详解信托在财富传承中的作用。

案例
■客户情况

陈先生有两次婚姻，前次婚姻
有一女，现在婚姻育有二子。长女
懂事孝顺，颇得陈先生喜爱；但他
又较为倚重长子的能力，希望由其
继承家族产业；次子有飙车习好，
目前尚慑于陈先生管教。陈先生年
事已高，担心以后家庭成员争财产
引发矛盾，造成家族企业股权分
散，管理不善。此外，陈先生也担心
小儿子一次性获得大笔继承遗产，
不利于对其行为约束。
■信托解决方案

1、以2亿现金资产设立家族
信托，信托财产每月以1:1的份额
比例对长女和次子进行收益分配，

长子不作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过
户给其所持有的家族企业全部股
权。2、若次子名下车辆，交通违法
记录一年内超过五次，则停止分配
其信托收益一年。3、未来长女生育
时，信托财产将一次性给予其100
万元作为医疗及照料基金。
■拓展适用人群

适用于家庭关系复杂，平衡
多次婚姻中子女、非婚生子女间
的利益分配，顺利完成企业交接。

案例
■客户情况

刘先生夫妇10多年前创办了
一家制造类企业，因扩大生产需
要，公司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
将维持高负债，部分债务附有个人
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夫妻双方的父
母都健在，并育有一个16岁的女
儿在美国读高中。刘先生夫妇担
忧，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现已
积累的财富将被无限卷入，家人生
活质量急剧下降。刘先生希望部分
财产隔离，保障全家人的生活无

忧，如果事业出现低潮还可以用隔
离的财产东山再起。
■信托解决方案

1、将部分现金资产（包括变
卖部分暂时不用的住宅所获现
金）设立家族信托，完成财产隔
离；2、受益人为双方的父母及刘
先生的女儿，一年后开始每月按
计划分配收益，期限30年，保障家
人基本生活需要；3、信托起始分
配资金每月两万元，受益人上大
学、毕业、结婚、生子等时间一次
性支付特定金额，受益人年满35
岁可自行支配剩余财产。
■拓展适用人群

防范企业经营风险衍射到家
庭，将部分财富隔离。

案例
■客户情况

张女士年近50，丈夫因车祸去
世，儿子在美国留学，父母年龄较
大，在国内生活。由于儿子在国外，
张女士计划移民。张女士顾虑在
于，第一，无法亲自管理国内财产；

第二，父母年事已高，无法跟随出
国长期居住，如果遇到突发重大疾
病，医疗费用可能无法覆盖；第三，
后期可能面临多重高额税负的压
力，导致资产缩水；第四，如果自己
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与文化，不排
除未来回国居住的可能。
■信托解决方案

1、将部分现金资产（包括变
卖部分股票等金融资产取得的现
金）赠与母亲或父亲，由母亲或父
亲作为委托人设立家族信托，完
成财产隔离；2、受益人为张女士
父母、张女士本人及其儿子，保障
父母的养老与重大疾病开支，保障
儿子的国外教育与生活开支，保障
自己在国外或今后回国的生活开
支，减少自己与儿子因美国身份而
涉及的申报财产数量及相应税负。
■拓展适用人群

准备移民的高净值人群，在
合法范围内，最大程度规避或降
低因海外身份而涉及的多重税
务；尽可能为照料父母提供合理
安排，为自己与家人生活支出提
供贴心保障。 （吕波）

围绕“生老病死残”五大人身
风险，新华保险构建起养老、健
康、医疗、意外、寿险五大主要产
品体系。在为客户提供全面健康
保障的同时，新华保险不断开发
新型的服务手段和渠道，提升客
户满意度。
手术分级表填补行业空白

新华保险手术分级表的编制
是为更好地满足医疗保险产品保
障责任分类和规范理赔服务的需

要，为国内寿险行业奠定了在医
疗险产品手术责任分类设计和服
务标准上的专业技术实践基础，
填补了行业空白。

分级表共分为器官移植手术
表和非器官移植手术表两类，其
中器官移植手术表包括心脏、肺
脏、肝脏、骨髓、肾脏、胰脏等6项
重大器官移植手术；非器官移植
手术表分为10级1476项，覆盖绝
大部分临床手术项目。该手术分

级表的编制目前已在新华保险创
新型手术津贴产品中使用。
智能核保系统打造保险创新实例

新华保险是国内首家应用智
能核保系统的保险公司，其最大
优势在于对客户健康等基本状况
进行询问时，可根据每个客户差
异化的阳性告知内容自动生成

“人机对话”式、动态输出的交互
式问卷。询问结束后，智能核保系
统可对一些客户直接做出核保结
论，省去寿险公司传统核保流程
中需多次向客户索要病历、资料
等繁冗环节。

系统投入运行一年以来，同
时服务于移动销售（E保通）、网销
两大业务平台，覆盖全部36家分
公司。累计处理新契约投保件374
万件，智能处理阳性告知147,366
件，客户健康阳性告知率3.94%。
首创远程鉴定助力“快易理赔”

为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经
营战略，实现“快易理赔”，新华
保险借助互联网思维和技术，
自2016年7月起在寿险行业内
创新使用远程鉴定服务。

目前，客户可通过新华保
险全国任何一家分公司申请远

程鉴定服务，经判定属于远程范
围且材料齐全后，新华保险总公
司将为客户提供该项服务，总用
时一般不超过一周，鉴定后 1-2
天客户即可获知鉴定结果，大大
缩短了服务时效，便于客户更快
获得理赔，而且全程不另收费用，
最大程度上使客户受益。

贷款服务哪家融资成本更低，服务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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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
028-66623666或去快贷中心（位于西安中路
47号，近宽窄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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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账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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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60余家银行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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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车也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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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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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公积金也能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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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保险创新服务护航客户健康

免费贷款 优质服务
就在快贷二婚家庭利益平衡

信托如何进行财产规划

四川信托总部财富中
心营销八部总经理，曾在
证券、信托有过近6年从业
经历，长期专注于高端理
财行业，有着丰富的高端
客户理财服务经验，所带
领的部门今年已完成销售
业绩近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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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理财师：

舒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