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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全市整治校车及集中接送车辆

严严查查校校园园周周边边和和县县乡乡道道路路违违法法载载人人

再添两家海关A类企业

Crossover跨界出现至今已有大
约半个世纪，从最初的一种音乐风
格的混搭，到跨越时尚圈、汽车界等
各个领域，跨界打破传统束缚，迸
发迭出不穷的激情与创意，成为
经久不衰的风潮。当Nike和Apple
组成“Nike+Ipod Sport”跑步酷炫
装备，从此改变了传统的跑步方
式；而当设计师将轿车、SUV或
MPV等车型的优点混搭，形成独
具个性与实用品质的跨界车型，
立刻吸引了那些追逐自由、个性时
尚的消费者的青睐。

几年前，上海大众的一款Cross
Polo，便以其跨界风情的时尚外观
及越野动感的驾驭体验，在国内车
市掀起一阵跨界风潮。

近日，借2013成都车展之际，上
海大众继Cross Polo之后推出了又
一款跨界力作，Cross Lavida朗境。
它以一袭时尚高雅的猎奇棕色搭配
自由跨界的车身造型，从众多明星
车型中脱颖而出，紧紧锁住了来往
观众的视线。

朗观心境 运势而生
随着国内80后、90后们逐渐成

长为汽车消费的新生力军，他们充
满好奇，追求自由的生活状态；他们
不拘泥于传统，跟随心灵的指引；他
们勇于探索，敢为脑海中的闪念，走
出千万人群独行，往百花深处一探
究竟。由此，Cross Lavida朗境运势
而生。它积极回应消费者对自由以
及探索无限可能的渴望。在前行的

路上，朗境以其时尚、个性且自由的
跨界气质，与每一个热爱生活、向往
无拘无束的驾乘者深切共鸣。

跨界造型 引领风潮
Cross Lavida朗境的造型设计

颇具心思，充分展现其自由意境。
融合了多项跨界元素，富有张力
的线条，强烈运动感的车身设计，
无不体现出年轻活力、张扬不羁
的跨界个性。

上下水平横拉式镀铬线条内采
用了全新的蜂窝状设计，将朗境的
前脸衬得更为凌厉动感；左右两侧
的圆形雾灯，采用镀铬围边，并加入
黑色装饰，与银色下护板相得益彰，
衬托得跨界气质更为浓烈。而全新
的跨界风格保险杠，配合贯穿前后

的Cross自由之境大包围，将跨界车
的自信与动感展现无遗。朗境车顶
配备了炫银野趣车顶行李架，不仅
美观，其坚固的材质在长途出行中
也极具实用性。此外，车门下方全新
的四门时尚迎宾踏板、猎装高位底
盘、16吋锋锐轮毂设计，尽显自由纵
情的时尚跨界气质。两侧车后门下
方明显的Cross纵享个性贴标则是
另一独到之处，它高调展示着朗境
独特的身份特征，彰显与众不同的
鲜明个性。车尾部分，朗境特别装配
的镀铬双筒排气管，将运动气质体
现得更为传神醒目，而全新LED流

光尾灯，则让整车更具高贵品质。
Cross Lavida朗境在成都车展

上首次揭晓真容，它不循常规的越
野个性设计，引领越级风尚跨界潮
流，将为A级跨界车市场带来新的
冲击。随着朗境的后续推出，它将与
全能高端中级车新朗逸、越级行旅
两厢车朗行，共同组成Lavida家族
更为丰富的产品矩阵，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需求，共创多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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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观心境
Cross Lavida朗境掀跨界风尚

为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强化
审计监督职能，规范员工操作行
为，乐陵联社财务会计部深入梳
理各岗位的风险隐患，将各岗位
操作风险下发到员工手中。每周

组织全员学习、考试，领会并贯彻
执行，强化业务流程规范，严格制
度执行力，提升全员的风险防范
意识，全面建立科学完整、防范有
效的内部管理机制。 (靳美玲)

今年，齐河农合行在全部营业
网点和自助银行配备了ATM或
CRS一体机，各乡镇均实现了24小
时服务。为确保自助设备效能最大
发挥，该行提出“三个避免”即：避
免故障解决拖延、避免空放闲置、
避免风险犯罪。在自助设备管理上
固定专人，明确责任，组织技术人

员现场指导、互相交流。引导持卡
但不会用卡的客户使用自助设备，
避免柜面拥挤，自助区无人的现
象。高度重视自助终端设备安全管
理和风险防范，一日不得少于四次
巡检，并告知客户对发现可疑情况
暂缓办理业务，及时联系相关人员
处理。 (张河山 岳超)

今年，齐河农合行进一步明确
信贷主管部门，细化了信贷人员的
准入及退出管理，在全县推选出多
名优秀大学生充实到客户经理队伍
中。在员工教育上推行思想教育和
业务技能并重，加强信贷人员的思
想道德教育和职业操守教育，通过

学习案例等，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
观和行为准则观，同时加大业务培
训力度，提高信贷人员识别业务操
作中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增强信贷人员操作风险防控的针对
性和约束力，为支农助农提供强有
力的人本保障。 (王宁 魏宝瑞)

齐河农合行“三避免”确保自助设备效能

齐河农合行提高信贷人员素质，加强支农效能

乐陵联社整章建制防控风险

乐陵联社力促农村支付环境改善

为强化支付环境体系建设，乐
陵联社注重科技资金投入、金融知
识宣传等工作，推动辖内服务区域
支付环境的大力改善。

科技资金投入大提速。一是大
力发展银行卡业务。推广“泰山卡”
和“齐鲁乡情卡”，通过代发劳务工
资、代发粮食直补等提高银行卡使
用率。二是加大开拓非现金业务领
域。积极开拓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

务、电话银行等业务，为农村市场
提供多元化非现金支付服务。支付
知识宣传大提速。一是利用节假日
深入农村、用工单位和集市等，多
种方式讲解，重点做好对乡镇企
业、农村养殖户及个体户的宣传。
二是要求柜员全面解答农民问题，
主动帮助农民了解和使用自助终
端等，提高自主服务终端和非现金
支付结算工具使用率。 (靳美玲)

齐河农合行

提升电子金融效率

齐河合行积极拓展电子银行
业务，在电子银行建设上实现电子
金融与支农助农深入结合，加快各
类电子工具的应用和发展。通过海
报、短片及电视节目重点推广电子
银行产品的功能及优点，使客户及
时了解产品特点及新增服务项目。
提高客户对产品的认知度。充分利
用体验机、手机等设备为客户演
示业务功能和操作流程，提升客
户参与热情。利用今年增加的贷
款管理模块和手机银行新增话费
缴存功能，引导贷款客户使用网
银进行自助贷款查询、贷款归还，
大力宣传话费缴存返现活动，提高
客户活跃度。 (王宁 孙华南)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董传
同 通讯员 杨红省 肖华荣 )

为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工
作，及时发现和整改校车、接送学生
车辆以及集中接送农民车辆的安全
隐患，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即日起至12月底，德州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在全市开展集中治理校
车、接送学生车辆以及集中接送农
民车辆工作。

据了解，此次集中治理行动要
以国省道、县乡道路、城乡结合部、
中小学及幼儿园周边和集市等交通
违法行为较为集中的路段和区域为

重点区域；以无牌无证、超速超员、
使用拼装报废车辆、低速载货汽车
和三轮汽车及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为重点查处的交通
违法行为。

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将摸清
基本情况并建立台账，各大队深入
到辖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每一所中小
学校、幼儿园，全面了解掌握中小学
校、幼儿园坐落位置和上下学时间
以及学生乘坐车辆的基本情况并逐
一建档；摸排农民集体乘车进城时
间规律和必经路线；摸排辖区内集
市的时间。根据以上时间和路线特

点重点加强管理。
交警还将最大限度部署警

力，集中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加强
学生上下学时段和校园周边道路
的巡逻管控，严厉整治接送学生
车辆无牌无证、超员超速、使用拼
装报废车辆、使用不符合安全技
术标准车辆接送学生等交通违法
行为。并根据摸排的农民集体乘
车进出城和赶集时间规律，加大
对县乡道路和城乡结合部的巡逻
管控力度，坚决取缔低速载货汽
车、三轮汽车、拖拉机违法载人等
交通违法行为。

太随意
23日，一辆载着200余张血腥狐狸皮的小型面包车，因车主拿不出动物检验检疫证明

和运输证明被交警查获。 本报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马振华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23日讯 (记
者 李明华 通讯员 洪
楠 吴延军) 近日，德州
市通和进出口有限公司，
平原森林德业纺织有限公
司获得海关A类管理企业
资格，可优先办理相关手
续。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03家企业获此资格。据了
解，海关对进出口企业分
AA、A、B、C、D五个类别

进行管理，诚信度依次降
低，不同管理类别的企业
适用不同的便捷通关措
施。获得A类及以上管理
资格的企业可以优先办理
货物申报、查验和放行手
续；优先安排在非工作时
间和节假日办理预约通关
手续；优先办理进出口商
品归类和化验手续；优先
办理加工贸易备案、变更、
保核等手续。

3200余个体业户

集中办理营业执照

本报10月23日讯 (记
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刘
贵连 侯维维 ) 今年以
来，为解决有些市场内，个
体工商户比较集中且每天
经营时间内顾客较多，经
营者工作繁忙不能离开柜
台到工商所办理注册、验
照等业务比较困难的问
题。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商分局抬头寺工商所充
分发挥配备“移动工商”便
民服务车及移动办公设备
的优势，主动上门为广大
经营业户提供当场受理发
放营业执照、个体验照等
便民服务，变坐等服务为
上门服务，最大限度地方
便商户。

近日，德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工商局抬头寺工
商所专门解决了该辖区
内电动车市场小吃一条
街上不少个体工商户的
营业执照办理问题，为他
们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
该工商所充分发挥配备

“移动工商”便民服务车
及移动办公设备的优势，
最大限度地方便商户。截
至目前，共计为辖区内6

大专业市场、5大综合商
场业户 3 2 0 0余户个体业
户集中办理了营业执照
年度验照，为业户们提供
了实实在在的高效便利
的服务，得到广大个体商
户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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