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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界

比亚迪 G6 于本月 18 日震撼上市

近日，东阿联社单庄分
社在王古庄村成功安装农民
自助服务终端一台，农户足
不出村就可以办理存取款、

查询、转账、挂失等业务，该终
端与郑集村终端共同完善了
信用社网点服务体系，提高
了农村金融服务效率，让农

户真正享受“零距离”、“全天
候”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受到
广大农户的一致好评。

东阿联社单庄分社 邓雪

推广自助服务终端 零距离服务农户

东阿联社单庄分社积
极履行社会职责，在年终
业务繁忙的情况下，通过
延长营业时间、取消节假
日、设立“新农保业务”

专柜、并适当增加库存等
举措，确保新农保养老金
发放工作的顺利进行，截
至目前，已成功开立新农
保账户 8725 个，代发新农

保 资 金 1 2 0 . 5 万 元 。 此
举，有效确保了惠农政策
的落实，有力支持了“三
农”经济的发展。
东阿联社单庄分社 邓雪

积极发放新农保 服务三农惠民生

自农村养老保险发放以
来，姚寨信用社辖属的杨柳农
民自助终端便大显身手。平均

每天办理业务 200 多笔，不仅
方便了附近的群众，还极大地
缓解了柜台压力，受到了当地

群众、村委会和当地镇政府的
一致称赞，也提高了信用社形
象。 东阿联社 孔焕芬

姚寨农民自助终端初现身手

随着网络的发展，开通网
上银行是现代生活的时尚和
要求，其便利性和快捷性着实
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便捷，足
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办理业
务，节省了大量宝贵时间。东
阿联社铜城信用社自从 6 月

份开通网银业务以来，已经为
150 多个客户开通了这一业
务，使客户在家里就可以随时
查询自己账户上的金额和资
金动态，办理转账业务，并且
山东省内转账业务不收取任
何手续费，也没有年费，两个

月内只需办理三次跨行业务
就可返还工本费，还可根据自
身需要签约短信通和电话银
行，使客户实现了经济和时间
上的双受益，相信这一业务会
越来越受到个人和企业的青
睐。 铜城信用社 路文婷

开办网银受益多

东阿联社充分认识到
管理理念和文化底蕴对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全面推进规范化管理，在
企业文化建设中做到“三

结合，四统一”。即企业
文化建设与规范化服务相
结合，与合规经营管理相
结合，与案件风险防范相
结合；统一行业标识、统

一员工着装、统一文明用
语、统一行为规范。进一
步提升了信用社的文化品
位，丰富了文化内涵。

王勇

“三结合，四统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今年以来，东阿联社完
善考核机制，创新清收措施，
有目标、有侧重地制定不良
贷款清收计划，创新清非思

路，抓准时机，大力清收不良
贷款，截至 2011 年 11 月底，
全县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下
降 1774 万元，占比较年初下

降 1 . 11 个百分点。有效保全
了信贷资产，提高了信贷资
产质量。

王勇

大力清收不良贷款 资产质量显著提高

针对历年来“钉子户、赖
账户”贷款清收难度大的情
况，东阿联社与县公安局联
合开展了“依法打击骗贷行

为”活动，对恶意骗贷、故意
赖债的借款户、担保人采取
行政拘留等措施进行依法打
击。活动开展两个月来，已成

功收回 18 笔 96 万元的不良
贷款，起到了“执行一户，震
慑一片的”效果。

王勇

依法打击骗贷行为活动成效显著

在现今的自主车型上搭载涡轮
增压发动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双离合
器”这曾经让合资品牌引以为傲的
动力神话，如今也在自主品牌中问
世了 . 十一月比亚迪首款旗舰轿车
G6 正式上市，标志着中国自主品牌
成长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编者从
比亚迪汽车聊城汇友 4S 店获悉，比
亚迪 G6 于本月 18 日震撼上市，现
在已全面接受预定！

比亚迪 G6 是一款由两千多名
工程师，历时五年的时间，结合比亚
迪最尖端的技术和理念打造的 B
级车型，同时也是比亚迪在中高级
车市场的发轫之作。因此比亚迪在
打造 G6 外形的时候，更多地考虑
到了中国人的美学感观，突出的是

一种时尚、优雅以及点缀其中的犀
利感。在整体工艺、外观、电子配置
以及乘坐的安全性、舒适性、整车的
操控性和密封性等方面都有了质的
飞跃，体现了比亚迪汽车的最高制
造水准，同时也是比亚迪公司 IT、
汽车两大产业群技术优势的集中体
现。特别是在动力性方面，比亚迪汽
车把其目前最王牌的 1 . 5TI 缸内直
喷发动机应用到了这款车上，同时
还搭配了 DCT 双离合变速器，使这
款车在动力性能上与世界同步。

从目前的市场动向来看，带 T
和带 DCT 的车型非常有市场前景。
1 . 4T、1 . 5T 发动机是一个技术趋
势，它们排量小、动力强、油耗省，达
到了“小容量大功率”的效果，这样
的产品具有独特的优势，也符合国

家的产业政策。从最近发布的《第七
批节能车目录》中可以看出这种技
术导向十分明显，A 级以上车型发
动机主要是 1 . 4T 这类小排量涡轮
增压发动机，而变速箱结构则完全
导向油耗更低的 DCT 变速箱，因此
偏重于 CVT 变速箱的日系车几乎
在这批目录中被“剃了光头”。这也
为比亚迪 G6 未来的市场铺平了很
多道路。

从数据上显示：比亚迪 G6 最
大功率为 113kW/5200rpm，最大扭
矩 240Nm/1750-3500rpm，动力相
等或高于市面上主流的 2 . 0L 自然
吸气发动机。而且这款 1 . 5TI 发动
机 0-100 公里的加速度成绩低于
10 秒，是自主品牌首个非改装而进
入“10 秒俱乐部”的车型。

比亚迪所采用的缸内直喷技术
不仅避免了在输送过程中的浪费，
更能使整个过程更加及时、精准，可
以降低 20% 油耗;配合可变气门正
时技术，更精确地分配气门开启时
间，有效提高发动机效率和燃油经
济性，在很宽的转速范围内输出其
最大的扭矩和功率，达到国四排放
标准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油耗;同
时，使用铝缸体发动机能减轻 20%
左右的重量，而汽车的自身重量每
减少 10%，燃油的消耗可降低 6%
～ 8%，质量轻、油耗低、散热快、寿
命长、环保等优点在这款发动机上
得以体现。

六挡手自一体 DCT 变速器也
是比亚迪 G6 的另一大技术突破。
这套能与合资品牌叫板的 DCT 双

离合变速器，由两组齿轮组分别控
制单数档和双数档，控制模块会根
据车速和油门踏板等对驾驭者的换
档意图做出判断，预见性的把下一
档位齿轮组进行预连接，两组离合
器的共同协作可以让换挡间隙降为
零，换挡速度更快，动作更顺畅，
动力的传递也更高效，绵密的速比
带来的是无比平稳顺畅的驾乘感
受。

品质做到国际标准，价格适应
中国国情，显然比亚迪 G6 做到
了。以 10 万元左右的价格就可以
轻松拥有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双
离合器的 B 级车，这种性价比对
于 B 级车市场来说杀伤力不言而
喻，更重要的是比亚迪攀上了一个
自主品牌的技术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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