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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关注

1100岁岁最最小小选选手手
被被人人唤唤作作““强强哥哥””
济宁的张志强长期在外学会自立

10岁最小选手“强哥”

两轮比赛都进前三名

21日上午11点半，参加OP级别比赛
的张志强乘船归来。晒得黝黑的他像个
小大人，他上身穿着粉红色的长袖衫，外
面套着救生衣，下身穿着红黑相间裤子。
极具个性的发型让他在海上的辨识度
很高。靠岸后，他的两位队友上前帮他将
船拖到停船的地方。

当天上午共进行了两轮OP级比赛，
和他同组的还有6位选手。第一轮他的成
绩位居第三，第二轮他的成绩位居第一。

“刚才我开船时，赶上落潮，我看到
两只海胆和一只海参在游泳呢。”张志强
脆生生地向队友报告着“喜讯”，难掩一
脸的稚气。

他的几位队友年纪在十六七岁，却
异口同声地喊他“强哥”。“别看他年纪
小，练习帆船的时间比我们还长一年。是
我们的师哥。他名字里又带着个‘强’字，
所以我们都喊他‘强哥’。”一位队友说。

原来，张志强从小在青岛长大，一次
他所就读的小学带领孩子去青岛奥帆
基地时，他被教练选中，认为是个做帆船
手的好苗子。因为自己也喜欢，加上家人

也支持，张志强开始练习帆船，后来他加
入了济宁队，现在他已经练习两年多了。

说起危险经历挺淡定

长期在外自己照顾自己

“我平时都是在海南和日照训练。
有一次在船上训练连续翻转时，被绊倒
了。我感到嘴里有血，赶紧用水漱口。这
才发现牙齿将下嘴唇硌穿了，水全漏了
出来。”张志强说这话时，很淡定。

将比赛时穿着的衣服换下后，张
志强掏出手机，玩起了赛车游戏。和很
多同龄孩子一样，玩手机游戏是他闲
时的乐趣。

因为训练和比赛，张志强去过香
港、上海、宁波等很多地方。长期在外生
活，也让他变得很自立。“这次到日照比
赛，我爸爸送我过来之后，就回去了。有
教练和队友陪着我，没问题。”他说。

2013年山东省帆船帆板冠军赛是
我省的重要水上赛事，是全省帆船帆板
运动的一次大演练。同时，这次冠军赛
也是2013年激光雷迪尔级帆船世界锦
标赛的测试赛，本次比赛的成功举办对
于检验世帆赛的筹备工作情况，提高办
赛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本报记者 张永斌 片/本报记者 刘涛

8月19日，随着招商银行日照济南
路支行的试营业，财富管理中心正式
成立，至此，招商银行私人银行服务
强势入驻日照。这是招商银行作为第
一家进驻日照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后，招商银行在港城打出的又一张

“名片”，并将进一步改善我市的金融
服务体系和居民理财环境。

近年来，招商银行先后获得“2012

财资最佳托管银行”“山东最佳金融
理财创新银行”“环球企业家-最佳年
金银行”“金贝奖”“金理财奖”“中国
十佳金融产品营销奖”“中国本土最
佳私人银行”“最佳银行投行奖”“最
佳并购顾问银行奖”“最佳现金管理
银行”和“中国人才发展最佳企业”

“最佳客户关系管理”“最佳投资产品
组合”“最佳超高端客户服务”等一系
列殊荣，理财管理享誉国内外，也得
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

招商银行济南路支行位于日照
市东港区济南路银河华府财富广场
兴业大厦，二楼即为财富管理中心。
随着国内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财富
管理业务也开始从过去以产品为中
心逐步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从单纯
的“做理财”到强调资产配置能力、财
富管理能力转变。

据悉，招商银行财富管理中心严

格按照私人银行的标准打造，立志为
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资深专家团队的顾问支持

财富管理中心目前配备的“理财
经理”团队成员，他们除具备多年理
财从业背景、拥有金融专业证书外，
每年还参加招商银行举办的国内外
金融理财培训，掌握涉及证券、基金、
外汇、保险和黄金等金融理财知识，
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具专业、更高品
质、更加贴身的财富管理服务，保障
财富稳健增值。

不仅如此，总行外汇、证券、基
金、保险、黄金、法律、财务等领域的
精英组成的专业投资顾问团队，吸取
国际先进经验，应您长、中、短期的投
资需要，设计丰富多样的理财方案并
提供顾问服务。
多元化的投资理财产品

招行私人银行推崇“助您家业常
青，是我们的份内事”的理念。基金、
证券、保险、黄金……凭借种类繁多
的理财产品，科学的资源配置，专业
人才优势，洞悉先机，为客户度身定
制、开发和提供多个系列、不同领域
稳健获益的投资理财产品，助客户获
取最大收益。

此外，招行还通过打造开放的产
品平台、构建更加齐全的产品种类，逐

步完善私人银行产品体系和增值服务
体系；通过创新销售模式及流程、加强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不断创新产品设
计，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

“一对一”服务为您提供财富管家
招商银行财富管理中心从分行

及各个支行精心挑选专业过硬、经验
丰富的客户经理，形成柜员、理财经
理、贵宾理财经理、私人银行理财经
理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团队。

进入财富管理中心，您便等于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私人定制理财师。通
过“一对一”的沟通，依托总行强大的
专家队伍及专业的市场分析，理财师
将根据您的理财需求，为您进行风险
测评、分析专业投资产品，量身打造
合适您的理财方案。随后，还会根据
您的投资情况，通过多种渠道，在最
快的时间内，为您优先提供国内外经
济金融信息、市场动态及我行最新产
品、服务和业务资讯，并做出深入的
分析与判断。
优越专属的财富空间

财富管理中心为客户提供了五
星级的服务环境，风格高雅时尚，配
有专属、私密、舒适的贵宾理财室，具
有高品位的服务理念和专业化的服
务水准，彰显客户的尊贵与优越。

除设专属理财顾问室外，还设有

财富管理中心影音体验区、网银体验
区等专门的休息、娱乐分区，可供客
户休憩娱乐以及随时查阅各种外汇
资讯、股票行情，并配有电话、自助服
务终端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多种交易
方式。中心还配置大量理财投资、艺
术鉴赏、时尚娱乐等方面的书籍、杂
志供客户阅览。
跨区域的服务网络

作为国内首批提供私人银行服
务的商业银行，招行经过6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以专业投资顾问服务为核
心的完整服务体系。

根据2012年年报显示，招行在全
国有29家私人银行中心，客户数量接
近2万名，客户总资产4342亿元，户均
资产超过2000万。理财中心为该行提
供强大专业后盾，共同为客户提供优
先优越的贵宾服务。一切从客户出
发，无处不在的理财服务，与您的生
活紧密相连。

未来五年，招行将极力打造私人
银行全球化，也就是通过在香港的永
隆银行平台，为私人银行客户进行资
产管理和配置。2012年4月，招行在香
港建立永隆财富管理中心，未来将是
招商银行香港私人银行中心。

当前，国内很多客户都希望在境
外进行投资，未来国内客户的境外资

产将越来越多，所以资产管理必须全
球化。通过招行搭建的平台，可以在
全球投资资金、配置资产，同时可以
有效规避风险。未来的全球化投资必
须要有全球化的平台，没有全球化的
平台，资产无法实现最后的保值增
值。
丰富多彩的增值服务

财富管理中心为专属客户提供系
列增值服务，彰显高品质生活。招商银
行财富管理中心在传统投资理财外，
为客户提供专享服务的创新体现。

招行为私人银行客户打造了众
多专属活动，如时尚生活品鉴、高级
旅游定制、名表赏鉴与新款展示、国
际顶级拍卖会专场、高档奢侈品牌专
场体验、环保慈善活动、财富传承教
育等，包含品质生活各领域。

在这里，您的财务隐私将得到严
密的保护，您的金融需求将得到优先
的满足。招商银行济南路支行“金葵
花”财富管理中心倾力打造优越专属
的理财空间，让理财之行更像一次温
馨写意的会所之旅。

招招商商银银行行私私人人银银行行服服务务强强势势入入驻驻日日照照
——— 招商银行日照济南路支行试营业

一日游
泰安太阳部落一日游 290元

青岛海底世界一日游 158元

蒙山龟蒙观寿星一日游 128元

莒南天马岛115师旧址一日游 148元

沂水地下大峡谷+荧光湖一日游 178元

沂水天上王城地下冰宫一日游 148元

沂水画廊彩虹谷一日游 158元

青岛方特梦幻王国一日游 258元

青岛比如世界一日游(亲子1+1) 338元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 五四广场一日游 188元

二日游
南京扬州纯玩二日游 399元

西塘乌镇二日游 450元

西塘自由行纯玩二日游 420元

七彩夏令营
北京深度四日游全程四个正规购物店 每周一发

成人1180元 儿童560元

青岛海军军事体验夏令营四日游 每周五发 880元

承德避暑山庄塞罕坝乌兰布通草原亲子纯玩五日游

每周一发 1499元

华东五市“西栅+灵山”+上海中国馆 纯玩无购物五日游

每周三、六发 成人950元 儿童500元

北京名校立志学习夏令营单飞单卧七日游 每周三发 2080元

精彩休闲游
魅力草原、成吉思汗、库布齐沙漠、美丽青城 双飞五日游

成人3060元 儿童1950元

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口岸 双飞五日游

成人3320元 儿童1700元

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湿地、室韦四飞六日游

成人5100元 儿童3280元

哈尔滨、镜泊湖、长白山、长春双飞六日游

成人3300元 儿童1900元

长白山自然风光 双飞三日游 成人3750元 儿童2120元

大连旅顺、老虎滩公园、双飞三日游 成人1680元 儿童980元

大连发现王国、金石滩、大连旅顺 双飞四日游

成人1960元 儿童1220元

山西五台山、大同、平遥、乔家大院、常家庄园 双飞六日游

成人3100元 儿童1530元

福州、武夷山、厦门鼓浪屿双飞五日游

成人3050元 儿童2080元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成人3160元 儿童2600元

精彩出境游
尊爵普吉五晚六天 成人6180元

探秘吴哥柬埔寨 五晚六天 成人6080元

朝鲜平壤、开城、板门店、妙香山双卧八日游

成人4500元 儿童3900元

2013年山东省帆船帆板冠军赛在日照市拉开帷幕。共有105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
年纪最小的选手只有十岁。他是来自济宁队的张志强，别看他年纪小，练习帆船却已有
两年了。也正因练习帆船的时间比其他队友长，队友们都喊他“强哥”。

先先后后承承办办多多个个赛赛事事

““水水运运之之都都””挺挺响响亮亮

记者观察

2013年山东省帆船帆板冠军赛激
战正酣，来自8个地市的代表队使出浑
身解数。其实，这只是重大体育赛事活
动在日照市举办的一个缩影。

以去年为例，日照市先后成功承
办了山东省第12届“市长·主席杯”乒
乓球比赛、2012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
大会、全国少儿游泳锦标赛、中日韩国
际帆船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活动，实现
了城市发展与体育赛事的有机结合，
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日照的水上竞技优势日益突出，
在国内外赛场展示了水上运动之都形
象。立足日照城市特色和设施优势，继

续进行竞技体育项目调整，重点发展
水上运动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水上
运动成为新的金牌增长点。

伦敦奥运会上，日照市运动员余
成刚与队友密切配合，获得男子轻量
级四人单桨比赛第十名的成绩，实现
了日照市参赛奥运会的突破。2012年，
日照市体育健儿在全国以上比赛中获
得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4枚；在省年
度青少年锦标赛、冠军赛中，获金牌47

枚、银牌37枚、铜牌30枚，水上特色进
一步彰显，水上运动之都的形象跃然

“水”上。
本报记者 张永斌 刘涛

▲张志强（左）在进行帆船比赛。

张志强自己冲洗帆船。

和很多同龄孩子一样，张志强喜欢
玩手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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