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通过团油App导航过
来的，在这加油一升能便宜8毛
多。”正在山东石化819工北站内
加油的李先生笑着说，前些天他
还在罗永浩的直播间抢到了团油
优惠礼券，“通过团油加油，便宜
又放心。”

虽正值周末，但61岁的油站
经理老陈已经习惯了定点来上
班，并时不时从办公室出来看看
油站的经营状况。这个油站1992
年正式营业，见证了工业北路的
变迁。机缘巧合，老陈成为油站管
理者。“当时是和供销社联营，叫
美华加油站。”老陈回忆说，那时
的“美华”在济南东郊这一片也是
响当当的品牌。最多的时候，工业
北路上的民营加油站有七八家，
号称“民营油站一条街”。而现在，
经过几次改扩建，这条路上只剩

下了三家民营油站。
当然，在时间的长河中，老陈

经营的油站也曾经历诸多波折。
最难的时候，他开车去齐鲁石化
进油，顶着烈日排队几小时，回来
就病倒了。

“做企业还是要稳稳当当！”
诚信经营是他坚守的原则，也是
这家油站屹立不倒的秘诀。今年8
月12日一份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出具的成品油质量安全快
速筛查报告单上，不管是柴油还
是汽油，这里所有检验项目均为
合格。除了省里的检查，济南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山东石化内部
也会定期并随机进行成品油质量
检查。

“油品就是我们的饭碗，决不
能因为贪小便宜而断送了自己。”
老陈说，他们油站的成品油都来

自济南炼化和山东石化，虽然是
民营加油站，但他们选的都是高
品质的成品油。“我们就这一个
站，拉回来什么油就卖什么油。”
在质量这一块，他信心十足。

20多年的风风雨雨，老陈见
证了太多这个行业的起起伏伏。
他也尝试过根据国际油价的波动
储油，非但没赚到钱，还赔了一大
笔。

当2018年底，能链旗下团油
的业务员找到他的时候，他一口
回绝：“这样的平台有不少，有些
可能生存不了多久就倒闭了。”

稳，成了他的第一考量。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

后悔了。眼看着越来越多的油站
加入团油，客流直线上升，他不得
不去重新认识互联网营销。

“现在年轻人都抱着手机，加

油也在手机上选，拥抱互联网对
于传统加油站来说，是大势所
趋。”于是，他和团油签订了合作
协议，并很快看到了这个新生事
物的威力。

“借助团油的网络，车主一搜
就能搜到，还能线上比价，这起到
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而且团油这
样的大平台还经常打广告，用团
油的人也越来越多。”老陈介绍，
之前他们也做宣传，印了宣传单
四处发放，但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吸引车主来加油，他们
也经常搞活动。而现在除了油站
本身的优惠，团油平台也有给车
主的让利，车主得到了真实惠，更
增加了油站销售收入。老陈举例
说，现在部分加油站92号汽油国
标价为一升7 . 02元，他们油站便
宜5毛钱，一升6 . 52元，而对于团

油的用户来说，只需要6 . 18元/
升。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他们自己
很难做到。

近期，第三方数据机构易观
发布了《2021年中国能源数字化
产业市场分析报告》，并将团油及
能链作为能源数字化领域的典型
案例进行分析。作为互联网加油
App，团油构建了覆盖全国的能
源补给网络，帮助油站打破营销
半径限制，通过为油站引流，解决
其站效低、品牌化程度弱等问题。
车主则可以在团油上查询油站位
置、油价、油号、场站情况、优惠活
动等信息，精准匹配双方需求，提
高交易效率和便捷性。

谈及未来，老陈满怀信心，除
了诚信经营，他现在有了互联网
武器。他不再是单枪匹马，借船出
海，他坚信未来一定能走得更稳。

数字化提升加油体验
团油App助力济南29岁老油站获新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白新鑫

10月27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与高速运营管理单位在济南市市
中收费站启动开展了“提升服务
便民通行”主题活动。本次活动自
10月27日开始至年底结束，旨在通
过改进高速公路软硬件环境，推进
收费站拥堵治理，进一步提高高速
公路通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水平，努
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便
捷、高效的高速公路出行环境。

ETC既是车辆快速通行的重
要手段，更是交通运输便民服务
的一项重要举措。使用ETC可以
享受“快人一步的行车体验以及
实打实的通行优惠”，据统计，
ETC车道平均通过时间较人工车
道至少提升80%，一台ETC车辆年
均节能减排效果相当于种植了一
棵树。同时，我省给予ETC客车通
行95折、货车通行85折的通行费
优惠，在时间、社会、经济效益上

“三效叠加”，提升ETC的普及率
对全社会降本增效有重要意义。

山东高速集团等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单位，以便民服务提升
为出发点，不断优化便民利民举
措，利用互联网发行技术，通过e
高速APP的ETC网厅，为车辆用
户提供线上的ETC免费办理、设
备更换、自助激活、状态查询等
一站式服务。同时，在线下营业
厅及全省534个收费站提供现场
办 理 及售后 服 务 。并 且 利 用
95011热线电话与AI智能客服系
统为用户提供24小时业务咨询
与售后处理相关服务。为加快

ETC发行和后续服务，全省各区
县的中心区域将建立至少137个
ETC合作客服网点，同时在主要
收费站建立137个ETC自营客服
网点，以上所有网点将利用自助
设备+人工方式，提供全天候的
客户服务。

本次活动还将大力普及ETC
常用知识，引导司乘人员正确使
用ETC，依法合规通行高速公路。
交通运输部门将组织全省联网收
费运营管理单位，加强通行费收
缴稽查行动，建立定期通报制度，

联合公安交警部门等执法部门，
开展不定期执法，逐步完善监管
机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加快建立车辆信用记录，加大
对恶意闯关、倒卡、逃费等严重失
信行为惩治力度。

提升服务便民通行是一项
长治长效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
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欢
迎社会公众通过95011全国ETC
客服热线、ETC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为高速公路的服务提升建言
献策。

“提升服务 便民通行”主题活动全省开展

10月25日，金风送爽、秋色宜
人。古贝春2021年经销商亲情联
谊会在夏津德百温泉度假村隆重
举行。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周晓峰，执
行总经理赵殿臣，常务副总经理
孙步东,副总经理杜新勇，党委副
书记韩东昌，副总经理、营销公司
总经理张洪昌，党委副书记顾金
栋，中国白酒大师、总工程师吴兆
征，营销公司助理以上人员、市场
业务人员以及全国各地经销商代
表，相关媒体等会聚一堂，共同分
享丰收的喜悦，共同谋划新年度
的美好蓝图。

会议指出，今年是古贝春集
团连续第三年营销业绩实现大
幅增长。截至九月底，古贝春销
售回款同比增长51%，已经超过
去年全年销售额，各项指标均取
得了高于同期、好于预期的可喜
成绩。市场的火爆，感受最深的
是经销商，而明年如何继续乘势
而上、大展宏图，这是收获满满、
踌躇满志的广大经销商最关心
的问题。

周晓峰董事长在讲话中对营
销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古
贝春已进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的论断。他指出，一要准确定位、
客观评价今年的业绩。这是厂商
合作共赢、共同努力的必然结果，
这是坚守战略定力、持之以恒的
必然结果，这是脚踏实地、锐意进
取的必然结果。二要巩固战果、再
接再厉，坚决夺取年度营销新胜
利。“登顶”在望，风险仍在，“最后

一公里”绝对不能松气。企业要知
势谋局，经销商要借势登高。三要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创新未
来。高质量的产品结构、发展模
式、营销团队、科学管理，已经使
古贝春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本条
件。要紧紧抓住古贝春快速发展
的历史机遇，坚定信心、着眼长
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张洪昌副总经理在题为《齐
心协力结硕果，乘胜追击谋新篇》
的2021年营销工作报告中指出，
白酒行业在经历震荡期后已逐步
回归理性，酱酒热潮正在逐步回
归、光瓶酒发展潜力巨大、中高端
市场需求逐步形成。古贝春顺应
形势，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持
续优化的产品结构，白版、百年老
窖、酱香、国蕴等系列酒同时发
力，满足了市场多元化需求；通过
重点市场重点投入，重点市场、核
心市场增速明显，持续强化深耕
外拓、重点培育，推动白版全省
化，外围市场实现重大突破，这些
都成为古贝春高速发展的强力引
擎。他还就“圈层消费带动市场发
展”“盘活原有渠道”“打造武商共
建、共享商业平台”“传统电商与
新电商有机融合”等新措施给予
高度评价。

营销公司将继续紧紧围绕公
司董事会提出的“聚焦大单品、精
耕根据地、打赢认知战、狠抓执行
力”的关键举措，推动营销工作迈
上新台阶，确保销售收入持续保
持25%以上的增长率。

(李国锋)

古贝春2021年

经销商亲情联谊会隆重举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10月27日上午，由中建八局
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聊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跨徒
骇河大桥项目顺利举办了钢结
构中承式桁架拱桥拱肋合龙仪
式，开发区管委会与中建八局双
方领导到场观摩，一同见证了合
龙瞬间。

据了解，项目为钢结构中承
式桁架拱桥，跨径布置为46+160
+46m，主桥全长为252m，桥宽
46m，主拱采用节段吊装施工，
安全、质量控制标准严，线形、精
度控制施工难度大。

在本次合龙过程中，根据合
龙口的形态，由项目测量人员对
拱肋施工中支架变形、预拱度设

置、沉降变形等监测数据严格监
控，同时使用BIM技术在施工监
控中贯彻设计理念，优化施工方
案，高标准严要求，将合龙精度
控制在1毫米内。

大桥拱肋施工自今年8月6
日起，历时2个多月，在经过安

装、焊接、调试后终于在鲁西碧
空上横跨出了一条壮阔的“钢构
巨龙”，为接下来UHPC铺设施
工打下坚实基础，更为今年年底
建成通车、造福开发区乃至聊城
南北向出行实现开门红，向聊城
人民递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鲁西第一拱”拱肋顺利合龙
今年年底建成通车，畅通聊城南北向出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瑞超
实习生 穆舒欣
通讯员 孔晨 李德豹

鲁豫有约，牵手济郑，郑济
高铁山东段建设项目正是一派
繁忙的景象。10月24日，郑济高
铁山东段济南西站方向首榀箱
梁在中铁十局承建的标段内圆
满架设成功，标志着郑济高铁山
东段全面转入架梁施工阶段。

据了解，中铁十局承建郑济

高铁山东段站前I标，工程位于
济南市市中区、槐荫区境内，合
同造价26 . 9亿元，包括郑济高铁
正线、济南上下行联络线等相关
工程，全长27 . 3公里。标段不仅
是全线的龙头，也是全线的控制
性工程、硬骨头工程。

中铁十局郑济铁路九分部
经理李运金介绍：“项目施工场
地比较狭窄，面临高空作业，施
工难度较大。最难的就是上跨、
下穿京沪高铁、水白线等繁忙路

线，极为复杂的架梁工况让项目
安全压力非常大。”

济郑高铁西起河南郑州，东
至山东济南，全长380公里。是国
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连
接线，山东省“四横六纵”高铁网
的西部出省通道，也是济南“米
字型”高铁枢纽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项目建成后，对于山东半
岛沟通中原、西部城市群，促进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郑济高铁山东段全面转入架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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