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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50辆特斯拉摆出的特
殊造型在成都人的朋友圈持续刷
屏。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新型专
车平台——神马专车，宣告正式
落户蓉城。

据悉，神马专车主要针对政
企公务车、商务人士、白领等客
群，利用移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
术为客户提供“预约式专车”。今
年2月份投入运营，已占据贵阳
40%的专车市场，此次进入蓉城，
也是神马专车首次跨出贵州，据
神马专车CEO黄玮透露，此次神
马专车将向成都投入上千辆高档
电动汽车，包括特斯拉、宝马等车
型。到明年4月，神马专车将覆盖
西南各省省会。

上千辆电动汽车将现身成都
司机也能当翻译

国内网约车平台的生态发
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解
决出行的1.0时代：私家车纳入使
用范围，用户出行更加高效便捷；

专车诞生的2.0时代：市场开始注
重规范和体验，但仍有提升空间；
新能源加持的3.0时代：致力解决
专车带来的社会问题，为用户提
供更高层次的服务。

神马专车瞄准的便是3.0时
代。据黄玮透露，此次开拓成都
市场，神马将投入上千辆高档电
动汽车，不仅包括特斯拉、宝马等
大牌车型。专车的体验、服务更
是令人印象深刻。据介绍，每辆
专车都对应一个持证上岗、受过
礼仪培训的专业司机。不仅如

此，神马专车还推出各项特色服
务，例如司机不仅拥有英国管家
的素养，还能根据不同需求，选择
导游、翻译、保镖类型的司机，为
乘客解决各种出行难题。“服务就
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他说道。

除此之外，神马专车将不止步
于专车领域，而是充分发挥平台的
社交属性，集结对生活品质不将就
的人，打造属于自己的圈层文化。
定期高端文化沙龙、神马精英俱乐
部、多样化圈层活动，都将纳入神
马专车的特色社交服务，为精英人

群提供优质的生活体验。

瞄准小资人群
欲打造“专车中的头等舱”

作为一个创业团队，黄玮直
到晚上10点仍然需要和公司人员
沟通产品细节，据他所说，业务迅
速扩张的同时，需要处理的事情
也越来越多。现在公司总部配有
睡床，公司成员甚至吃睡都在一
起。不过说到神马专车的业务，
他的声音里抑制不住地透着自
豪。“上千辆高档电动汽车，要付

出的成本确实不小，但是对神马
来说，没有把握不会做这样的事
情。明年一季度，你会看到我们
的业务覆盖西南省会。”

神马专车的定价高于普通
的c2c网约车平台。不过黄玮称
神马专车正是瞄准追求小资的
人群。“讲究一些逼格，对生活品
质要求的这类人可能是我们的
最大用户。除此之外，安全也是
我们的特征，我们在贵阳的用户
70%都是女性，除了干净整洁的
环境，安全可能是她们最需要
的。这方面来讲b2c平台的车辆
和人员都是自己的。公司承担
一切主体责任。各方面可以自
己把控。”

作为西部的重要城市，黄玮
认为出行市场上，成都仅次于北
上广深，这也是为何扩张的首站
选择了成都。“我对于成都很有信
心，特斯拉、宝马电动汽车已经从
港口往成都运输，我们的目标就
是要打造专车中的头等舱，在成
都市场树立网约专车全新标杆。”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杨尚智

上千台高档车投入成都市场
神马专车CEO黄玮：我们是专车中的头等舱

2016胡润女富豪榜出炉
李巍、刘畅母女蝉联四川女首富

免费贷款找快贷
急需用钱，希望银行放款额度又

快又高，贷款利息再低一点。现在，
急需贷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拨打
028-66623111或者去快贷中心（位
于西安中路47号，近宽窄巷子）申请
银行贷款。无抵押，额度高、放款快，
银行利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快速
匹配，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而且
可享受免费服务。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目前，快贷中心联合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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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办理银行贷
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快贷中心推出了包括信用、保证
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押、车
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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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要周转

资金 ，也可以拨打028-66623111申
请汽车抵押贷款。只要资料审核完
毕，最快两小时就能申请到贷款，月
息低至8厘。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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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市民马先生急需要资金
周转，奥迪车也被相关机构查封。没
想到不到半小时，他就通过快贷中心
向银行申请到30万元的应急贷款。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100万
目前，快贷中心针对无抵押，有

工作或者社保、公积金的人群主打无
抵押轻松贷。

你可以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
办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
以用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的做
一个放大贷；还可以用购买了商业保
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
理应急贷款。总之，只要你想贷款，
没有抵押也可轻松贷到100万。温
馨 提 醒 ：只 要 你 打 通 快 贷 中 心
028-66623111，就能为你打通银行
渠道，拿到更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10月25日，胡润百富榜发布
了“2016胡润女富豪榜”，榜单显
示，新希望集团李巍、刘畅母女以
160亿元的财富位居第16位，成
为唯一上榜的四川女企业家。刘
畅也成为11年来，唯一连续登上
榜单的四川女富豪。

刘畅蝉联四川女首富

“2016胡润女富豪榜”显示，今
年上榜的四川女富豪仍然是新希望
集团李巍、刘畅母女。今年，母女二
人以160亿元的财富位居第16位，
成为唯一上榜的四川企业家。

实际上，自2006年《胡润百富
杂志》首次发布女富豪榜起，时年
只有26岁的刘畅就以25亿元身
家，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富豪。
记者梳理发现，此后的11年间，刘
畅及其母亲李巍一直是四川唯一
上榜的女富豪。

其中，2007年，27岁的刘畅
以105亿元身家，排名第六；2009
年，刘畅以81亿元财富位居第14
位；2013 年，李巍、刘畅母女以
120亿元财富，在当年的榜单中排
名与明天控股的周虹文并列第9
名；2015 年，李巍、刘畅母女以
170亿元的财富排在富豪榜第12
位，其财富较2014年大增55%。

今年，排在第16位的李巍、刘
畅母女，排名较去年下降了4位，
其财富也较去年缩水6%。不过，
作为四川女首富的刘畅却出奇地
低调，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富豪
身份。

房地产行业依旧盛产女富豪

房地产行业历来盛产女富
豪，2016年胡润女富豪榜中，从事
房地产行业的女富豪人数虽然有
所下降，但仍然最多，达到23%。
梳理发现，在排名前十的女富豪
中，就有7位来自房地产行业。

2016年，今年已经75岁的北
京地产女王陈丽华以财富505亿
元首次成为中国女首富，自2006
年首次登上胡润女富豪榜以来，
陈丽华连续11年稳居榜单前五
名。据了解，陈丽华名下的富华
国际集团拥有多个房地产项目，
其中不乏北京最核心地段的地产
项目。

除陈丽华外，排名第二的碧
桂园董事局副主席杨惠妍、排名
第四的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
深圳茂业集团创始人黄茂如的妻
子张静、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
张欣等6名女富豪，均排在榜单前
十名，且均来自房地产行业。

梳理发现，2016胡润女富豪
榜上，从事最多的三个行业依次
是房地产、金融与投资、制造业，
其中金融与投资行业占18%，制
造业占14%。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6百富榜总榜上富豪从事最多
的前三大行业依次是制造业、房
地产和 IT，在女富豪榜上，IT以
12%排在第四位。

62%女富豪白手起家

数据显示，2016年胡润女富

豪榜上，平均财富达到156亿元，
比去年增长8%。与之相应的，上
榜门槛也达到80亿元，比去年提
高7%。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女
富豪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相当的
竞争力，全球十亿美金以上最成
功的女企业家中，中国大陆占
60%。

与一般观念不同的是，在今
年前50位上榜女富豪中，白手起
家的有 32 位，占了 62%，仅有
38%的女富豪非白手起家。白手
起家的女富豪，部分为自己独自
创业，部分与丈夫共同创业，这部
分女富豪平均年龄51岁，且大都
分布在广东、北京、江苏和上海等
地。

非白手起家的女富豪，或是
继承或是遗孀或是被视为拥有丈
夫部分资产。其中，位于42位的
李琼，与前夫周亚辉离婚后，持有
昆仑万维3亿股，占上市公司发行
总额的26.4%。按当日股票收盘
价25元计算，分得的股票市值超
70亿。这也使得李琼首次登上女
富豪榜。

中国女富豪的表现也得到
了 普 遍 肯 定 。 Backes &
Strauss 首席执行官 Vartkess
Knadjian 评价说：“中国女企业
家在商业领域是世界上最成功
的。她们的坚定意志、专业知
识、进取精神、奋勇拼搏让这些
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站上了成
功的巅峰。”

华西都市报记者 董兴生制图/杨仕成

神马专车旗下高档电动车现身成都。

人民币终结五连跌
10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公告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7705，升
值39个基点，四天来首次上调。

昨日，人民币收盘再度创下逾六
年新低，但汇价跌幅已有收窄迹象。
离岸人民币(CNH)兑美元在纽约交
易时段反弹，收盘涨幅创近一个月来
最大，而美元受到弱于预期的消费者
信心影响从7个月高点回落。

有分析人士认为，最近数个月以
来，市场对于人民币汇率下跌的敏感
度越来越低，人民币越来越受到市场
因素的驱动。“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元
走强。内部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速
放缓等”。

但短期美元指数上升空间有限，
中国最新宏观数据显示经济企稳，因
此人民币汇率近期调整或已基本到
位，甚至有望短期出现小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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