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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钉钉再次撬动一个
蓝海市场。5月9日，阿里巴巴
DING峰会杭州站上，钉钉发布
了两大“神器”，首款智能办公硬
件——智能考勤机M1和与联通
孵化的钉钉卡。

考勤机是企业级市场的刚
需，据业内统计，目前国内考勤机
的销量一年达到250万台，市场规
模在5亿元左右。

此次钉钉发布MI智能考勤
机也让外界认为钉钉要卖硬件赚
钱。不过钉钉创始人陈航表示，做
考勤机不是为了赚钱，“因为仅有
软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企业的考
勤管理问题，而是需要软件与硬
件结合才能解决。”

当天峰会上，钉钉还发布了
另一款新品，与中国联通合作的
电话卡——钉钉卡，为客户提供
钉钉APP定向流量免费、钉钉卡
之间电话拨打免费及钉钉卡拨打
智能办公电话免费等服务。

作为阿里巴巴在社交领域
与微信竞争的排头兵，面对钉
钉的攻势，微信也在进行回击，
摆明要抢阿里社交最后一块市
场。微信不仅推出了微信企业
号，而且还在去年4月18日发布
了企业微信APP1.0版本。这个
产品和钉钉一样，也具备邮件、
公告、考勤、请假、报销等基本
企业管理功能。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想要贷款，个人信用记录
极为重要。近日，个贷中心开通
征信秒查系统，现场查询立等
可取。手机实名登记半年以上
的市民，可申请最高50万元信
用贷款，有贷款需求的个人和
企 业 主 不 妨 拨 打
028-86748844，或直接去个贷
中心（位于顺城大街249号成都
银行4-7楼），额度高、放款快
速、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到款，
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
理，有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
信用贷款，无需手续费，立即拨
打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如今主城区的车位也可快
速贷到款，利息高低根据客户资
质的综合评分而定，这种产品优
势是放款速度快、利息低、可单
方面签字。王先生急需10万元周
转，他拨打86748844咨询个贷中
心，没想到名下车位也能抵押贷
款，工作人员上门考察后，第二
天便获得一笔应急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
款，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
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
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
放大贷；还可用个人商业
保单贷款，年缴保费放大

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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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齐全，
当天可放款。提供不同担保方
式的多个贷款品种，一次办理，
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
资金，也可拨打028-86748844
申请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
最快2.5小时贷到款，月息低至
8厘。个贷中心现推出贷款新渠
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
及装过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
抵押贷款。市民张先生急需要
资金周转，奔驰车被查封，通过
个贷中心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
的应急贷款。

目前个贷中心欢迎各地有
识之士加入，一起在个贷中心
的平台提升自己与公司的价
值，共同成长，共享未来。合作
热线：028-86748844。

查个人征信 找个贷立等可取

企业社交市场成蓝海 钉钉发布智能考勤机

端午节将近，各大品牌的粽子已
悄然上架各大商场柜台。但对四川人
非常熟悉的天伦却在此时传出不太和
谐的声音，不但消费者、部分商场的粽
子销售代表，甚至连天伦的经销商都
在频频提及当前的市场里，存在一个

“正宗天伦”和一个“山寨天伦”。两个
天伦从何而来？品牌之争如何收尾？成
都商报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记者直击：
两个天伦在各大商场角逐

5月8日，记者在成都走访了伊藤洋
华堂、家乐福、永辉超市等各大超市，发
现各大商场都有“天伦”粽子，然而选择
的“天伦”不尽相同：一个是四川天伦食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天伦”）所
产，一个是四川天伦之乐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伦之乐”）所产。

在339永辉超市，天伦之乐的销售
员告诉记者，“我这个是正宗的，你看
上面的牌子嘛，没有听说过其他厂也
在生产”。在春熙路伊藤洋华堂四川天
伦的销售阿姨则表示，“这个才是正宗
的天伦老品牌，我卖这个品牌都好多
年了”。同时记者发现，同一个商场只
会引进其中一种，两个天伦在各大商
场暗自角力。此外，据了解，商场外的
销售人员也加入了这场“品牌之战”。

经比较，两个天伦在包装上还是
比较容易分辩。四川天伦的包装上统
一有两颗串联在一起的红心，天伦之
乐上的包装则没有；四川天伦的生产
地址在邛崃，天伦之乐的生产地址在
仁寿；在生产公司上，一个是“四川天
伦食品有限公司”，另一个则是“四川
天伦之乐食品有限公司”。

事件回顾：
天伦重组致两个天伦诞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天伦出
现？这一切还得从两年前说起。天伦之
乐相关负责人胡先生告诉记者，2015
年1月开始，四川知名月饼品牌天伦资
金链断裂，面临巨额债务。为解决债务
危机，天伦食品董事长吴衍庆在当年2

月开始引入中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联森集团有限公司对天伦系公司进
行承债式重组。在知情人士提供的一
份中联森集团《关于天伦系列公司的
重组方案》中，记者了解到，重组方案
大致内容为中联森集团和新的投资人
出资成立新的天伦公司，目前工商核
定为天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天
伦食品有限公司等系列新公司，承接
老天伦的资产和债务，接收天伦的品
牌，同时组织资金，租赁被法院抵押的
位于邛崃的原天伦工厂和生产线恢复
生产，老天伦系公司原股东按审计后
的公司净值成为新天伦系公司股东。

胡先生介绍，2015年年底，因为中
盟承诺的重组没有进展，新引入的公司
也没有制定老天伦债务的偿债方案，承
诺给吴衍庆的股份也没有兑现。“中盟
及中联森公司借靠天伦品牌，2015年销
售额近1亿元，产生的利润全部被中盟
及中联森公司收入囊中，且未向债权人
作出任何财务账目的披露和说明，也未
用于老天伦偿债。”胡先生说，对方这样
的行为引起吴衍庆和广大债权人的强
烈不满。于是在2015年年底，老天伦的
骨干和员工另起炉灶，包括老天伦主要
技术负责人吴万历在内的团队一起成
立了四川天伦之乐食品有限公司，在仁
寿开了一个生产基地，并通过之前老天
伦商标持有主体“四川天伦檀香楼食品
有限公司”的授权取得“天伦”商标使用
权。两个天伦由此而生。

2016年，两个天伦基本相安无事，
都用天伦品牌，各做各的。胡先生称，

但从今年3月开始，四川天伦直斥天伦
之乐是山寨货，向经销商宣传“四川天
伦已完全获得天伦品牌的所有权，天
伦之乐已没有天伦品牌的使用权限”。
这引起天伦之乐的巨大反弹，于是两
个天伦谁才是正宗之争一触即发。

胡先生和部分天伦的经销商介绍，
其实四川天伦檀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所属
的天伦品牌从2015年天伦资金链断裂开
始就处于抵押状态，预计今年8月会在法
院进行公开拍卖，因此现在两家争论其
实意义不大，真正的天伦品牌归属要在
拍卖后才能见分晓。只因为在拍卖之前
还要涉及今年两家的端午粽子和中秋月
饼的销售，所以才有如此之争。

经销商说法：
品牌之争让经销商被迫“站队”

两家之争对天伦的老经销商来
说，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不便，选择往
那边“站队”成了众多经销商颇费脑筋
的事情，因此也形成了目前两个天伦
各有自己的经销商，但也有一些两个
天伦都在代理的经销商。

“我只关心销售，最终品牌所有权
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进货。”经销商王
先生告诉记者，目前两个天伦的产品
他都在销售。作为天伦品牌的老经销
商，王先生称，对于天伦品牌之争不做
太多评论，不过他表示，自己曾去参观
过天伦之乐的工厂，看到的基本上是
以前老天伦的工人师傅在那里工作，
配方、原料、工人都一样，所以更倾向

于跟天伦之乐合作。但也有经销商表
示，四川天伦用的是老天伦的工厂和
生产线，在某些地方也有自己的优势。

对于品牌之争的战火燃到各大商
场，各大商场的负责人也表示不参与
两家品牌之争。“只会根据自身定位去
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进驻。”一位不愿
透露具体信息的商场负责人表示。

四川天伦回应：
将依法解决所有争端

5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龙泉的中
盟办公室，接待记者的中盟法务代表
表示，因为相关内容涉及公司的核心
商业机密，不方便透露，所以目前不做
任何回应，“但我们有证据，同时有相
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最终将会依法办
理所有手续、解决品牌争端。”

但该负责人也对天伦之乐的品牌
使用权表示质疑，认为“他们的授权是
有瑕疵的，有问题的”，因为中盟在重
组时，方案中要求是销毁老天伦系公
司包括四川天伦檀香楼食品有限公司
的公章，重新为新公司制章。但最后这
批公章没有销毁，落在天伦债权人手
上，最后他们私自拿出来给天伦之乐
授权商标使用。

关于四川天伦提到的天伦之乐的
商标授权瑕疵，天伦之乐胡先生向记者
表示，因为老天伦重组没有实质性进
展，这批章就没有销毁。此外，天伦之乐
使用天伦品牌除了得到天伦檀香楼的
授权，同时还通过三方转让把之前天伦
檀香楼授权给成都鸿泰利商贸有限公
司的天伦商标使用权，由成都鸿泰利商
贸有限公司把天伦商标使用权授权转
让给天伦之乐。“因此，天伦之乐得到的
授权是有多重法律保障的。”

尽管各有各的合法授权证明，但
两者仍然争论不休。天伦之乐表示自
己会在近期召开新闻说明会，就天伦
目前的品牌现状和真实情况向商家和
大众说明。四川天伦的销售人员在销
售摊点表示，会在5月20日左右对天伦
之乐的侵权采取法律行动。两个天伦
的品牌之争或在后期升级。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实习记者 费成鸿

抢占端午粽子市场
两个“天伦”争正宗

一个是四川天伦，生
产地址在邛崃，包装上统
一有两颗串联在一起的
红心，公司为“四川天伦
食品有限公司”。另一个
是天伦之乐，生产地址在
仁寿，公司为“四川天伦
之乐食品有限公司”。

两个天伦
面对两家天伦之争，

形成了目前各有自己的
经销商，也有一些两家都
在代理的经销商。而各大
商场负责人表示不参与
两家品牌之争，只会根据
自身定位去选择适合自
己的食品进驻。

各有选择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