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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潍坊分行成立三周年

12 条产品线助客户量身理财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董

惠 通讯员 祝秀杰)28 日，记

者采访了解到，招商银行潍坊分

行成立三周年以来，针对目标客

户推出差异化、个性化服务，打

造“点金理财”品牌，按现金管

理、公司融资等 12 条产品线，帮

客户量身理财，提供精细化的产
品和综合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招商银行潍坊分行作为首

家入驻潍坊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自 2008 年 7 月 29 日成立至今，

已走过三年历程。在这三年中，

招商银行潍坊分行通过细分市

场，针对目标客户推出差异化、

个性化的服务。其中，招商银行

的点金品牌，作为国内银行业的

第一个公司银行业务点金品牌，

从公司客户对银行服务需求出

发，针对客户对结算服务、现金

管理、贷款融资、国际业务、

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六类服务

需求，按网上企业银行、现金

管理、公司融资、中小企业融

资、贸易融资、国际结算、离

岸业务、同业金融、资产托
管、企业年金、公司理财、投
资银行等 12 条产品线，为客户

提供精细化的产品和综合化的

金融解决方案，与客户一道善

用金融。

另外，“金葵花”理财，提供

了包括保险理财、基金超市、股

票投资、外汇投资、债券投资、受

托理财等全面、丰富的投资理财
产品。而财富账户整合了股票、

基金、外汇等各类投资账户，将

原先分布在不同投资机构的资
产集中管理，帮助客户做出更专
业、更理性的投资选择。

记者走进招行营业厅后看

到，虽然正值业务高峰期，但服

务秩序井然，这主要源自招商银

行的服务分区的合理分布，满足

了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在服务
细节上，从报刊阅读到时尚杂

志，从饮用水、果汁饮料，到红
茶、咖啡、糖果，招行更是细致入

微。

经过 3 年的发展，招商银行

潍坊分行现已拥有 1 个营业部、

3 家支行、6 家自助银行，银行卡

发卡总量达到 21 万张，其中信

用卡客户突破 6 万户，进入了可

持续良好发展的轨道。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韩杰

杰)28 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可口

可乐、百事可乐“瘦身”潮波及潍
坊，多款产品出现 500 毫升“瘦身

装”。不过，老包装饮料尚未退出

市场，其凭着多出 100 毫升容量的

优势，成了抢手货。

同品牌同包装的饮料，净含量

相差 100 毫升，价格却一模一样。

28 日，记者走访多家超市看到，许

多饮料货架上都存在上面这种“怪

现象”。在福乐多超市早春园店，

雪碧饮料货架上，下面摆的是 600

毫升的老款产品，上面一层则摆着
500 毫升的“新面孔”，两款产品虽

然净含量差了 100 毫升，不过售价

都是 2 . 7 元钱。销售人员介绍，目

前超市只有雪碧和可口可乐有“瘦
身版”，不过可口可乐由于还有很
多 600 毫升的库存，新款尚未摆上

货架。库存卖完了，就开始售新款

了。

在沃尔玛超市，记者也看到，

可口可乐、雪碧、百事可乐、七喜

都有了 500 毫升的“瘦身版”，夹

在老款产品中出售，两者价格相

同。而喜多蛋挞货柜上，记者还发

现了“瘦版”的美年达饮料。据介

绍，这些产品上架时间并不久。采
访中，对这种打着瘦身旗号的变相

涨价行为，消费者已经见怪不怪，

不过购买时，还是倾向于购买容量

大的老款产品。

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 5 月，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先后向市场推

出 500 毫升的瓶装产品，不过潍坊

市场一直“按兵不动”。直到近

日，“瘦身版”产品才开始露面。

沃尔玛超市西侧饮料亭销售人员介

绍，一个月前，这里才开始卖百事

可乐 500 毫升装产品， 600 毫升的老

产品没有了， 500 毫升的雪碧则是

昨天才配送过来，虽然容量不一

样，但是进价没有变化。

可乐“瘦身”潮波及潍坊
价格相同而容量多 100 毫升，旧款因此成抢手货

本报 7 月 28 日讯(见习

记者 付志锦)近日，3D 电

影的火热上映，为 3D 电视
的推广造足了势头，28 日，

记者走访潍坊市各大家电

卖场发现，近期 3D 电视普
遍降价两成左右，销量虽有

所提高，但仍有许多消费者

持观望态度。

28 日，记者走访了潍坊

市多家家电卖场发现，现在

卖场的彩电展示区，3D 电

视至少占彩电比例的 60%

以上。据家电卖场的一位工

作人员介绍，价格因素一直

是消费者对 3D 电视望而却

步的主要原因，为了提高销

量，许多品牌的 3D 电视都

采取降价来吸引顾客。以长

虹的某款 42 寸 3D 电视为

例，降价之后 5000 元左右，

与同尺寸的普通 2D 电视相

差不到 2000 元。记者发现，

各大卖场近段时间里，3D

电视普遍降价两成左右。

降价虽然刺激了消费

者的购买欲，销量有所增

加，但记者发现，前来三大

卖场选购彩电的消费者大

多对 3D 电视持观望态度。

记者随机采访了正在三

联家电彩电区选购的杨女
士。杨女士告诉记者，她认为
3D 功能现在不适合家庭用，

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家里孩
子小，担心 3D 效果对孩子健

康有影响。而正在购物的一

位戴眼镜的市民则表示，如

果戴着近视眼镜再戴 3D 眼

镜，着实是麻烦了很多。

3D 电视价格普降两成
多数消费者持观望态度

今夏超市花生米油齐涨价

散装花生米每斤破 9元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郑雷)今年以来，潍坊的花

生零售价格一路高歌猛进，

花生油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28 日，记者了解到，潍坊超市
内的散装花生米价格已经到

了每斤 9 元多，部分品牌花

生油价格可能继续上涨。

28 日，在泰华楼下的福

乐多超市，散装花生米的价

格为每斤 8 . 9 元。随后记者

在新华路旁一家大型超市
内看到，散装花生米价格更

是达到了每斤 9 . 45 元。走访

了多家超市后，记者发现，

散装花生米的价格一般都

在每斤 9 元以上。

在沃尔玛超市内，散装
卤味花生的价格为每斤 8 . 8

元，工作人员表示，可能到

下个月的时候，每斤花生价

格会上涨一元多。

在采访中，多家超市工

作人员表示，花生价格近期
内多次涨价，而价格上涨的

主要原因，则是去年国内花

生的总产量出现了大幅下

降，而新花生得 9 月份后才
能上市，目前花生市场正处

于青黄不接时期。

花生价格的升高也导

致了花生油价格的上涨。近

期，鲁花部分品牌花生油价

格已经上涨了 10%。业内人

士表示，由于花生原料价格

的上涨，金龙鱼、胡姬花等

品牌的花生油，在近期内可
能会再次涨价。

28 日，在新华路佳
乐家超市内，不少市民
正在选购猪肉。负责人

刘振宇告诉记者，近日

白条肉猪的货源相比一

月前要充裕很多，进货

价相对也有了明显下

调。目前，超市内销售
的五花、前肘、后肘均

比 5 日前的售价下降了

0 . 6 元/公斤左右。记者

了解到，市区大部分超
市、农贸市场的猪肉价
格都出现了明显回落。

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

肉价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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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是省内最早开展此

项技术的市级中医院，被评
为健康中国诚信医院。

前列腺病、不孕不育
我院切脉名医胡主任早

年师从我国名老中医前列腺
病不孕不育症大家黄德庭先
生，经多年临床实践研制出
一系列特效中药方剂，特别
是对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不
孕不育精子质量、精液不液
化等病疗效独特，使其治愈
不再成为难题。

根治早泄
我们根据导致早泄的九

种不同病因采用不同的纯中
药内服，同时配合速效阳痿、

早泄治疗器及美国捏挤法外
用，短期内即可根治早泄、手
淫，告别阳痿。

生殖短小治疗
一些医院的微创手术是

采用V 型切 Y 型缝法，只是
软时长一点，勃起不增长，也
不可能增粗。而且还要打针、

吃药防感染，费用很多。手术
还有可能造成血管、神经损
伤、萎缩，影响以后性功能。

我们采用内服纯中药补肾、

活血、养精畜气促进男性荷
尔蒙分泌，将生殖器内部彻
底充实。外用全省独家引进
的阴茎增大器，配合独特的
美国增大教程练成手法，三
管齐下，使生殖器增长、增
粗，非手术无风险，随治随
走，可签协议。十二年来已为
上万名患者带来了幸福。

特别声明：阳痿、阴茎短
小当场见效；早泄彻底根治。

地址：济南济微路七贤庄。长
途汽车总站、火车站乘 K302、

21 路，市内乘 86、22 到七贤
庄下车前行 80米路西既是。

电话：0531-87185155

(注：正规医院不接站、车站防
医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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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尊一医院采用
介入灌注新疗法配合百草
中药，不开刀专业治疗静

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

静脉血栓、瓣膜功能不全、

雷诺氏症及下肢酸胀、肿
痛、瘙痒、黑变、怕冷、麻
木、抽筋、老烂腿等。

该疗法安全、无痛,能
快速改善血液循环，修复
血管瓣膜及内膜，恢复血
管弹性，标本兼治，从而

达到根治的目的。

提示：1、单纯静脉曲张、

治疗一次即可。2、肿、痛、

痒、凉当日见效。3、溃烂

患者可签约治疗，保证愈
合。4、脉管炎患者采用患

肢加压灌注疗法能快速升
温，止痛，可免截肢之苦。

5、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

专科 专治

电话：

0536-8929961

15963658777
地址：潍坊市北海路与
玉清街交叉口东 1 0 0

米 火车站乘 23、20 路
到尊一医院下车即到。

国家正规医院
节假日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