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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视点

本周五，遂宁新都百货也推出

“爱的陪伴”为主题的母亲节活动，

以温馨的节日促销活动开启周末促

销热潮。据了解，在 5 月 10 日至 12
日三天的活动中，遂宁新都商场夏

季新品 8 折，部分品牌除外；同时还

有妆品、珠宝、女装特卖活动在一楼

推出。其中毛戈平妆品、谢瑞麟珠

宝、六福珠宝等热销品牌均参与到

特卖中；砂玛妮、文君等深受中年女

性喜爱的女装也在一楼开启了特卖区，献礼母亲节；三石一

澜、欧碧倩等品牌女装周末也将推出节日折扣活动。

遂宁新都商场除了以上商品的促销折扣活动，在母亲节活

动期间，凡世纪卡会员持电子会员卡当日于遂宁新都负一楼

家居馆至 5 楼消费累计消费一般商品满 1999 元，特别类商品

满 9999 元即可领取母亲节专属券 100 元 1 张，以此类推，最多

限领取 3 张。

活动期间，关注遂宁新都官方微信，成为电子会员，点击

下方菜单微商城，进入微商城，选择秒杀专区，可在秒杀时间

里 9.9 元抢购东尼尊尚店的 50 元理发

券，数量有限，限量 500 份，秒完即止。

（遂宁新都百货、摩尔春天百货更

多母亲节活动细则可至商场专柜咨询

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将“简约、时尚、大气”的设计理

念融入充满质感的面料中，或以精

美纹理呈现卓越，或以独特裁剪渲

染 廓 形 —— 这 便 是 三 石 一 澜

（SENCELAND）女装赢得都市白领女

性喜爱的原因。三石一澜女装灵感

来源于欧洲高端女装品牌，开创了

一种全新的审美概念，以简约为内

核，延伸出代表着 30-40 岁追求独立

自信的都市女性时装风格。以其简

约而不失时尚感的设计态度，谨慎

的表达出对时尚的深刻理解，在强调实用性与舒适性的

之间实现精妙平衡。

三石一澜女装以时尚行业为导向，打破传统时尚的

理解，以明快低调的色彩和简约的线条，融入考究的细

节设计，致力于将女性独立、自主，优雅的生活态度自然

交融于服饰文化之中，透过经典廓形与现代艺术完美融

合，为对生活有着高品质追求的女性带去全新时装语

言。品牌自创立以来，赢得了当下都市白领女性客群一

致认可与青睐，并先后成立了武汉、岳阳、南充、郑州等

商场直营店。如今，三石一澜

在全国大中型城市已拥有多

家店铺。三石一澜女装也凭

借多年来专注的态度和精准

的目光，准确把握国际流行趋

势，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

更引领高端女装时尚风潮。

本周末，遂宁新都百货三

石一澜女装推出限时折扣，部

分特卖款 5—7 折。

（遂宁新都百货三石一澜

女装更多折扣信息可至商场

专柜咨询了解。）

（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姚红英）4 月 23
日，美团点评《中国餐饮报告 2019》解读会

暨 大 众 点 评 必 吃 榜 颁 奖 盛 典 在 成 都 举

行。成都科华路“味之绝美蛙鱼头店”以单

店年销售 2 千万的营业额斩获美团点评

2018“成都必吃餐厅”殊荣，引来各方市场

的积极关和全国 200多家媒体的竞相报道。

数据显示，在 2018 年度，味之绝美蛙

鱼头的在线订单量不断突破历史记录取

得骄人战绩，并且成功跻身成都餐饮品牌

餐厅排行榜 TOP5；而“味之绝美蛙鱼头火

锅”(科华店 )以 2530 万的营业数据，高票

拿下 2018“成都必吃餐厅”奖，成为餐饮界

的黑马。

近日记者获悉，这个燃爆成都街头的

味之绝美蛙鱼头将在 6 月进驻遂宁市场，

隆重驻店大都会并店面全面升级，将打造

出比成都科华店更奢华的美食体验。据

介绍，即将亮相的新店味之绝美蛙鱼头火

锅，将一如既往秉承公司麻辣鲜香的特

色，红亮的锅底、满满的辣椒和花椒，让消

费者仅凭肉眼都能感知到麻辣的强劲，对

得起“味之绝美蛙鱼头”这个称号。相信

即将在 6 月盛情亮相的味之绝美蛙鱼头给

遂宁的蛙粉们带来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味之绝美蛙鱼头相关负责人员介绍，

在总店的选址上，严格按照总公司要求，

大都会的商圈优势和完善的物业服务是

选择的重要条件，同时，即将亮相的新店

将以更优质的体验环境。味之绝公司也

表示，遂宁大都会店是公司唯一援权总

店，并以不可复制的口味打动美食爱好者

的味蕾。

火爆成都街头的味之绝美蛙鱼头6月亮相大都会

三石一澜女装
简约与大气并存

周末 价价放放 ”“

本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母

亲节了，将迎来“五一”黄金周

后的五月第二个销售小高潮。

在越来越注重情感交流，注重

美丽的今天，母亲节的礼品带

动了百货销售市场的热浪，面

对“逢节就做促销”的百货商场

来说，母亲节也会在常规的“折

扣、满减”等活动之外，推出更

多具有互动性的创意活动吸引

消费者目光。据了解，今年我

市各大百货商场的母亲节促销

活动将销售重点继续放在化妆

品、珠宝饰品、女装和女性相关

的商品上，促销活动也在本周

五正式拉开序幕，各式各样的

母亲节礼物已悄然上柜，力求

以商品促销和母亲节营造的氛

围赢得市场。

本周五，摩尔春天百货母亲节促销活动启动，据介绍，商

场内多数商品的母亲节促销力度与“五一”特卖不相上下。全

场流行服饰 5 折起；黄金立减 30 元 /克，镶嵌类满 1000 元省 150
元；化妆品单柜累计满 200 元送 50 元产品……深受女性市场喜

爱商品的促销活动为节日卯足了劲，只为礼献周末母亲节。

除了以上节日期间商品的“大放价”，母亲节活动怎么没

有礼品？在 5 月 11 日至 12 日活动期间，商场 VIP 顾客购百货

类商品累计满 512 元，特别类商品满 3512 元及以上，即可至 5
楼服务台领取精美“多肉植物”一盆。同时，在 5 月 11 日至 5 月

12 日的下午 15：00 至 17：00 期间，摩尔春天百货将特邀 40 名

VIP 会 员 现 场 体 验 艺 术 插 花 活

动，将由专业花艺老师讲授插花

技巧，品味花道内涵人生。

各大百货商场
礼动母亲节

摩尔春天百货
周末礼献母亲节

遂宁新都百货
臻爱开启母亲节

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抓创新就是

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为能更好更

优的服务我市中小微企业发展，近年来，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在模式与制度上实现

了创新。

2008 年以来，中国银行遂宁分行积极

推行“信贷工厂”新模式，采用“端对端、

流水化和标准化”的操作模式，将中小企

业的授信，从营销、审批、发放在同一平

台中完成，提高中小企业授信业务的审批

质效，解决小微企业“短、小、频、急”的资

金需求。

随着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不断增加、融资品种不断增多，为坚定不

移全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银行顺

应金融数字化趋势，搭建起“银政”“银

担”“银税”等多元化的互通平台，多渠

道、多途径获取企业融资需求，解决企业

融资难题；加大电子化、智能化、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自主开发并积极推

行中国银行“中小企业智达系统”，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服务民营企业。

2018 年，中国银行总行出台“中国银

行支持民营企业二十条”，2018 年 12 月 5
日，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出台“中国银行

四川省分行支持民营企业十条措施”，并

且制定一系列的授信指引、风险管理、尽

职免责等配套政策，将服务民营和小微企

业落到实处。从中国银行总行到省分行

再到遂宁分行，相继落地成立了普惠金融

事业部，通过设立专门部门、搭架专业团

队、服务特定客户的方式，实现了小微企

业、普惠业务的专门化、专业化和特定

化。使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更加便捷、审

批流程更加简洁、风险措施更加灵活、融

资成本更加低廉。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

创新产品为更多企业注入“活血”
日前，中国银行遂宁分

行客户经理在拜访某企业

时了解到，企业近期将更新

生产设备，营运资金投入设

备更新后，存在流动资金融

资需求。经沟通了解，客户

无可抵押资产，但经营情况

良好，为船山区纳税大户。

经过多方沟通和协调，银行

决定采用“科创贷”风险分

担和“中银税贷通宝”信用

授信的方式，为该客户新增

300 万元贷款，从资料齐备

到最终放款，仅仅只用了七

个工作日 ,为客户解决了燃

眉之急。客户动情地说：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给予了

企业大力的支持，解决了企

业的融资难题，服务非常

好！”

这是中国银行遂宁分

行致力于服务小微企业、服

务实体经济，解决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一

个个例。近年来，中国银行

遂宁分行从上至下，通过模

式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

新，多措并举，助力小微企

业、民营企业多元化发展，

诠释该行服务小微、服务实

体经济的责任担当。

遂宁银行团委
召开第三次团员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近日，共青团遂宁银行

第三次团员大会在遂宁 OCG 国际金融中心召开，团市委

书记刘红军、遂宁银行董事长刘彦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共青团遂宁银行第三届

委员会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团委第三届一次会议上，

选举产生了书记、副书记。

刘红军指出，过去五年，遂宁银行团委在团市委和行

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在加强青年思想引导、服务青年、关爱青年成长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促进银行

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刘彦要求，银行新一届团委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

各团支部组织构架建设，切实履行职责，创新活动载体，

开展符合青年人特点的团内活动，增强团组织的吸引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努力把团组织打造成青年朋友的

家。要积极作为，成为推动“优秀企业创建”的有生力量。

要紧密结合提质增效的中心任务，大胆工作，奋发有为。

引导团员青年钻研业务、开拓创新、团结进取，要成为凝聚

青年的核心、团结青年的力量，成为行党委开展工作不可

或缺的得力助手。要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充分调动青

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饱满的热情为遂宁银行事业奉

献青春。

农行遂州支行
举办春季职工运动会

本报讯（周星宇 全媒体记者 陈颖）近日，农行遂

州支行举办了春季职工运动会，全行共 80 余名职工参

与此次活动。

本次运动会集趣味性、娱乐性、协作性和竞争性于

一体，将 80 余名运动员分为 4 支队伍，进行了“破冰”、风

采展示、抢滩登陆、鼓动人心四个比赛项目。比赛中，运

动员们激情飞扬，齐心协力，奋勇争先，充分体现了全行

员工团结互助、敢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小微信贷产品
“遍地开花”

为创新中小微企业服务和产品，切

实解决部分小微、民营企业无抵押资产

的问题，中国银行遂宁分行从 2018 年起，

陆续推出了“中银税贷通宝”、“中银结算

通宝”、“中银集采通宝”等信用授信产

品。针对纳税良好的企业，可以根据纳

税额、纳税等级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纯信

用授信额度；针对在中国银行开户时间

较长、结算较好的客户，根据企业在中行

的结算量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信用额度；

针对在政府采购中中标的企业，可以根

据企业与政府采购订单的额度、期限来

核定不超过订单金额 70%、最高 2000 万

元的纯信用授信额度。

为解决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与市科知局、遂宁发

展集团工投公司合作推出“科创贷”产

品，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解决科技型实

体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等问题。该产品

经过两年的运用，已为我市 17 户中小企

业投放贷款 10830 万元。

记者从中国银行遂宁分行了解到，

截至今年 3 月，该行贷款规模超 81.12 亿

元，存贷比高达 88.70%，有力地支持了地

方经济建设。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0
亿元，绿色信贷余额 2.9 亿元，普惠金融

贷款余额 3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 8 亿元，

扶贫贷款余额 3.4 亿元，较好地承担了

“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社会责任。 （全媒体记者 陈颖）

“贷”动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财经 动态

中行遂宁分行客户经理走访企业，了解企业信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