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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新蕾

“中国重汽确立了‘打造世界一流全
系列商用车集团’的战略愿景，心无旁骛
攻主业，面对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共享化发展方向，坚持科技强
企、创新驱动战略，以用户需求为中心，
秉持‘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宗旨’的核心价
值观，建设基于新能源、智能化的黄金动
力产业链，用科技为SITRAK品牌赋能，以
工匠精神打造高品质卡车。”8月8日，在无
锡举行的“全勤汕德卡 高效王中王”中
国重汽SITRAK5年200万公里达成发布盛典
上，中国重汽副总裁刘培民说。

9个多月收回成本

日前，江苏无锡用户付忠艳的中国重
汽汕德卡C7H牵引车，仅用5年时间行驶里
程就突破了200万公里大关，平均每年运营
40万公里，日均行驶里程达1000公里以上。
活动现场，刘培民为这辆牌照为苏B-B7700
的汕德卡C7H牵引车颁发了中国重汽“劳
模”荣誉奖章。

“5年200万公里”是SITRAK系列全生
命周期运营的一个新起点，是中国重汽打
造产品“高效”品牌特色优势的新起点，

这是对中国重汽汕德卡产品“高出勤率、
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真实检验，也是
国产重卡迈向高端、比肩世界一流的新起
点。

付忠艳认为，汕德卡具有的“最赚
钱、最可靠、最高效、最安全、最舒适、
最拉风、最智能、最省心”八大优势。他
所在的无锡鸿运物流有限公司，主要运营
无锡至郑州往返的甩挂运输，标载30吨，往
返约1700公里，每月能跑24-29趟。他给我
们算了一笔经济账：月运费是325000元，月
油耗是97240元，月高速费118898元，驾驶员
工资是36000元，其他费用大概25134元，月
收益是47728元，这辆汕德卡运营9个多月就
收回了成本。

在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这辆“劳
模”汕德卡，虽然从挂挡位置、主要功能
按键及正常剐蹭依稀能辨析出“岁月的痕
迹”，但从其达成150万公里至今的一年半
时间里，表面上基本看不出变化。

与进口重卡同台竞技

“进口替代”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途
径之一。借助我国全球产业化基地的身
份，新技术一旦突破，产品能很快落地，
迭代之后产品质量往往能迅速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市占率将大幅提升。汕德卡就是
重卡行业“进口替代”的成功典型。

刘培民介绍，中国重汽以“歇人不歇
马”的甩挂运营模式，开创了国产重卡5年
200万公里无大修的全新时代，用实力诠释
了中国重汽汕德卡的高可靠性和高出勤
率，用数据彰显了汕德卡全勤、高效的品
牌内涵，可与进口重卡同台竞技。

活动围绕“5年达成200万公里”，开展
了“高效”主题论坛，论坛由运联传媒总
经理褚芳鸿作为论坛特约主持人，中国重
汽商用车销售部总经理王瑛波、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物流装备专业委员会主任马
增荣等嘉宾做客论坛。

褚芳鸿提到，未来是拼效率、拼质量
的时代。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看，汕德卡良
好的品质，能让更多客户享受到更高效的
服务。

王瑛波透露，汕德卡将依托中国重汽
的技术领先优势，立足市场需求，建立正
向开发体系，全面推动汕德卡产品系列细
分市场的开发，拓宽受众群体，通过产品
高端化升级，持续保持高端重卡的领先水
平。

14年保持国内重卡出口首位

近年来，中国重汽实施“走出去”的
国际化战略，努力打造覆盖全球的经销、
服务、配件网络。截至2019年6月，中国重
汽共建立了60多个海外代表处和经销服务办
事机构，在全球拥有500多个营销、服务和
配件网点，在尼日利亚、越南等国家地区
合作建立近20个海外组装工厂，产品已销售
至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网络的数量、覆盖程度和合作水
平，成为重卡出口量持续领先的重要保
证。

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重
汽 出 口 量 占 国 内重卡 行 业 出 口 总 量 的
47 . 2%，继续保持重卡行业出口第一位，这
也是中国重汽连续14年保持国内重卡行业出
口首位。

其中，中国重汽出口非洲车辆量占国
内重卡行业出口非洲总量的49 . 6%。

今年以来，中国重汽进行产品、技
术、市场对接，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开发
适应区域市场的产品；国际售后服务团队
秉承“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宗旨”这一企业
核心价值观，提升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客
户满意度；通过积极参加全球不同区域的
行业知名展会，在各国举行产品推介会等
活动，不断向全球客户展示重汽产品与企
业实力。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1日，建行潍坊分行“金智惠民 乡村

振兴”万名学子暑假下乡实践活动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尚家
庄村社区启动。

活动现场，8位“建习生”通过集体讲座现场问答、发
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社区的村民介绍人民币防伪特征、
防范非法集资小妙招、电信诈骗手段及防范措施等金融知
识，并现场解答村民当前关心的热点问题，有效提升了金
融消费者的风险识别能力。

此次活动，有效促进了金融服务与潜在人才走进广大
乡村，打通了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也为广大在
校大学生搭建起了解社会、参与公益、助力惠民、锤炼自
我、发挥专业特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

汕德卡5年突破200万公里大关

中国重汽创重卡行驶里程新纪录

□记者 王新蕾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国际权威媒体《欧洲货币》

（Euromoney）在香港举办“2019年卓越大奖”颁奖典礼，
招商银行获评“中国最佳银行”大奖。该奖项被誉为“银
行奥斯卡”，是该杂志每年评选活动中级别最高的奖项之
一。

随着招行全球国际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招商银行
的国际影响力受到了更多同业和客户的认可。招商银行近
年来围绕打造“轻型银行”的转型目标，实现“质量、效
益、规模”动态均衡发展，经营结构持续优化，数字化招
行初具规模，国际化、综合化深入推进。

面对金融科技冲击及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招行始终
积极求变，以科技敏捷带动业务敏捷，打造金融科技银
行，通过一系列机制、文化上的持续创新，不断激发人才
创造性，提升组织敏捷度，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机制保
障。

2019年以来，招行继续加大金融科技战略投入，并将每
年科技投入写进了公司章程，加快向“金融科技银行”转
型，公司制订年度财务预算方案时将持续加大对金融科技
的投入，每年投入金融科技的整体预算额度原则上不低于
上一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的3 . 5%。

当前，招商银行正在全面探索数字化时代的商业银行
经营模式，以金融科技为动力，深度融合科技与业务，快
速迭代、持续交付产品和服务，实现效率、成本、风险的
最佳平衡，全面打造最佳客户体验。

招行获评《欧洲货币》

“中国最佳银行”奖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受台风“利奇马”影

响，山东多地遭受严重台风灾害，中华财
险山东分公司迅速启动重大自然灾害应急
响应预案，成立台风应急领导组，指导部
署救援、查勘、理赔工作全面开展；开通
快速理赔绿色通道，开展灾后理赔工作。

指导、救援客户，分公司理赔客服部
拟定了各机构疑难救援、紧急救援联系
人。全体理赔人员24小时值班待命，协助客
户救援，积极查勘定损；对于因积水不具
备现场查勘条件的，通过电话、微信视频
等方式指导客户进行现场自救；组织人员
对企财险等进行清点、施救。

建行潍坊分行

启动万名学子下乡实践活动

中华财险山东分公司
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

□记者 王爽 通讯员 朱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截至8月13日7时，受今年

第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16市117个
县(市、区)、853个乡镇(街道)不同程度受
灾。灾情发生后，农行山东省分行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要求灾区网点设立绿色通
道，优先为受灾单位和群众办理业务。尽
快深入灾区摸清企业和农户受灾状况，采
取“一户一策”的方式，制订全方位金融
服务方案，针对受灾农户积极提供优惠信
贷政策，助力灾区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
产。

8月10日至11日，潍坊市出现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天气，暴雨冲毁了潍坊市部
分农业生产设施、良田、路桥涵洞、住房
及工商企业。其中，寿光市低洼易涝区1 . 8
万个大棚进水，农田受灾面积13万亩，沿河
部分村庄9 . 3万群众撤离，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近10亿元。

面对特大灾情，农行潍坊分行要求各
支行全力配合地方政府抗洪抢险工作部
署，按照应急预案严阵以待，全部营业网
点安排专人值守，确保人员、资金、财产
安全，保障金融服务整体稳定。8月11日，
寿光市支行迅速成立防汛抗汛突击队，立
即奔赴包靠的纪台镇小王家村，逐户摸排
村民房屋及蔬菜大棚受灾情况，与镇村干
部一起研究防汛排涝措施，协调大型施工
机械，恢复排水泵供电，填充沙袋固坝，
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度汛。

受第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淄博市8
月10日9时至11日24时，累计降雨300毫米，
是该市有资料记录以来的最大值。农行淄
博分行有37个营业网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屋
顶漏水、墙面渗水、断电等情况。为做好
台风过境安全工作，农行淄博分行明确具
体责任和防范预案，落实“一把手”负责
制，全行各网点均对自身房屋及水、电等
线路进行安全排查，同时，严格落实应急
值班管理制度，加大视频监控中心巡查频
次，充分做到“信息沟通、问题处置、营
业保障”三到位。

农行淄博张店山铝分理处处于老城

区，排水系统陈旧，暴雨中积水无处排
放，从门口倒灌入营业室，营业室内受灾
最严重时积水没过脚面。在银行网点，一
旦积水没过电路，不仅造成短路，还会对
网点内各式自助机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发现险情后，网点工作人员分成两
队，一队利用扫帚、拖把、硬纸壳等能利
用的工具将积水向营业室外清理，一队清
理距离室外排水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共
同努力，营业室内积水终于被排净。抢险
小分队还对营业室内电路、地面渗水进行
全面检修，确保客户员工人身安全与财产
安全。

农行烟台分行迅速贯彻落实上级行及
当地有关部门关于应对强降雨防汛指示精
神，积极部署应对措施。各网点主任带领
员工奔赴网点，利用沙袋、水泵等工具做
好网点的防雨水倒灌及排水工作，同时检
查备用发电机的设备情况，积极应对台风
引起的停电等一系列突发情况。受台风影
响，栖霞市臧家庄分理处、蛇窝泊分理处
自助银行服务区、门楣漏雨比较严重，蛇
窝泊分理处一摄像机即将脱落。支行保卫
部门迅速联系专业公司整修，针对自助服
务区漏雨较为严重问题，第一时间安排人
员清理地面积水，解决屋顶漏水问题，并
迅速排除自助设备加钞间、自助银行服务
区无安全隐患。

农行泰安分行16个网点、3个离行式自
助银行服务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漏雨、渗

水、停电等情况。8月11日下午，大风吹倒
泰安市区东湖路大树，砸坏变压器，导致
东湖路周边区域停电。农行泰山支行行长
张成带领维修人员赶到附近的岱庙支行，
查看情况。在应急电源设备老化的情况
下，紧急更换应急电源。经过数小时的抢
修，于当日晚8点20分抢修成功，恢复正
常。位于岱岳区大汶口镇的农行网点，11日
营业期间受台风影响断电4次，网点UPS设
施自动接续供电，确保了居民金融服务不
受影响。同时，对农业种植大户、中小企
业等信贷客户，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
台风影响情况，跟进做好有关金融服务工
作。

台风无情，农行有爱。8月12日下午，
农行济南分行相关负责人到章丘区受灾最
为严重的相公庄进行慰问，给受灾人员送
去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和雨衣等物
品。

8月12日，受台风引发的持续强降雨影
响，邹平市境内河道水位暴涨，其中孝妇
河部分河段发生严重险情，部分村庄进
水，当地政府紧急转移避险群众到附近乡
镇中学安置。农行邹平支行得知该情况
后，立即采购了面包、方便面等大量食
品，并购买了60床军用床垫，由支行负责人
带领相关人员，冒着暴雨送到西董办事
处、长山镇等居民安置点，慰问受灾群
众，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欢
迎。

农行山东分行全力支持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

“一户一策”金融方案助力受灾农户
◆设立绿色通道，优先为

受灾单位和群众办理业务，积

极提供优惠信贷政策。

◆成立防汛抗汛突击队，

奔赴受灾村，逐户摸排村民房

屋及蔬菜大棚受灾情况，协调

大型施工机械，恢复排水泵供

电，填充沙袋固坝。

◆为受灾人员购买军用床

垫、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

和雨衣等物品。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微山讯 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

（下称“山东交行”）高度重视脱贫攻坚
工作，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金融扶
贫。8月9日，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委
员、副行长孙亮一行来到微山县渭河村，
探望山东交行派驻本村的“第一书记”王
海东，这已是山东交行今年第三次来到渭
河村调研慰问。同时，交通银行山东省分
行部分党支部与渭河村党支部共同举行了
“联学联建，共创四好支部”揭牌仪式
（上图），这标志着山东交行办公室党支

部、人力资源党支部、零售板块党支部和
渭河村党支部共同创建“四好支部”活动
正式启动。

双方党支部书记分别表达互学互帮互
促互鉴、共同提升党建工作水平的意愿和
期盼。孙亮表示，在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中，“第一书记”要发挥“尖兵”作用，
突出党建引领，创新思路，希望以此次定
点帮扶为契机，不断加强交流合作，共同
推动渭河村实现全面乡村振兴。他说，各
相关支部在联学联建中要互通有无、携手
共进，成为各自集体中的“排头兵”和

“先锋官”，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

随后，山东交行一行到退伍军人家庭
和困难家庭走访慰问，向村里的退伍军人
赠送了纪念品，走访了村里部分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参观了渭河村荣誉室和党建
廉政长廊。

此外，还组织开展了金融知识进渭河
专题活动，交行专业高级讲师就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防范电信诈骗、金融资产配
置、线上金融服务等，与广大村民进行了
互动交流。

山东交行与渭河村开展联学联建活动

□王爽 崔广勋 报道
中国人寿财险山东省分公司把台风受

灾理赔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来
做，开设绿色通道，下放理赔权限，简化
理赔程序，力争所有赔付案件在发案一周
内赔付完毕。

图为中国人寿财险山东省分公司总经
理赵卫舟（右一）带领相关人员到遭受水
灾的淄博市康悦纺织有限公司察看灾情，
组织指挥查勘理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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