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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油价迎来“四连涨”成都92号汽油涨五分/升

1月12日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通
知，1月13日0点起将上调汽柴油限价，每吨汽油和柴油
均上调70元，折合每升89号0.05元、92号0.05元、95号0.06
元、0号0.06元。本次调价后，四川各标号成品油价格分
别为：89号汽油6.17元/升、92号汽油6.58元/升、95号汽
油元7.09/升，0号车用柴油6.25元/升。

本次调价是2017年“第一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
已是近期国内成品油价格“四连涨”。据卓创资讯成品油
分析师徐娜测算，本次上调正式落实后，汽油累计涨幅高
达780元/吨，柴油累计涨幅为755元/吨。折合升价约为92
号汽油0.61元，0号柴油0.64元。这意味着月跑2000公里，
每百公里油耗为10L的小型私家车半个月内油耗成本较
去年11月中旬增加61元。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1月11日，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一行来到成都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今后，苏宁与四川省将在产业投
资、农村电商、精准扶贫、实体转型、功
能性金融、跨境电商、体育产业等领域
开展战略合作。

这次与苏宁的签约，标志苏宁在川
的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四川将与
苏宁在电商精准扶贫、互联网+金融、体
育、物流等方面深化合作，并借助苏宁独
有的线上线下全渠道平台优势，帮助川
酒、川茶等多类四川产品行销全国，以实
现四川电子商务与物流快递业协同发

展，推动四川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近东简要介绍了苏宁成立以来

的发展成果以及在四川地区所取得的
成绩。他表示，苏宁在四川的高速、健康
发展，离不开四川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
持。此次和四川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是双方在既有合作基础上的全面携
手和深度拓展。苏宁希望通过互联网零
售能力以及新产业在四川的深度落地，
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四川的消费潜力和
市场活力，推动四川省的互联网产业发
展升级，助推四川“十三五”建设发展。

协议约定，今后，苏宁将加大在四

川的投资开发力度，规划在四川省内增
建苏宁广场、苏宁生活广场及配套高星
级酒店等项目，打造基于智能体验、展
示、服务的O2O全生活购物中心。到
2020年，苏宁计划在四川布局苏宁易购
云店120家，红孩子母婴专业店40家，社
区苏宁小店300家，苏宁易购自营店180
家，进一步推动互联网零售能力在四川
的落地发展。

为进一步助推四川省“惠民购物全
川行动”、“川货全国行”等活动，苏宁将
充分发挥互联网运营优势，促进电子商
务在特色农产品流通、川酒川茶等特色

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中的广泛应用。
通过大数据分析、互联网科技、自有的
物流配送体系等，帮助四川对各具特点
的贫困地区进行“精准扶贫”。

在推动四川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方
面，苏宁将基于可信云平台和零售大数
据，为商户、用户、第三方企业提供全方
位的大数据与云服务；借助大数据分析
及云计算服务，依托苏宁供应链整合资
源，助推四川服务制造业产业发展，推
进C2B反向定制在川落地。

此外，伴随着此次协议的签署，苏
宁完善的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将加速
在四川省内的落地，接下来，苏宁金融
云、第三方支付、跨境支付、供应链融
资、互联网理财、消费信贷等互联网金
融产品及工具将在四川政务、民生、公
共服务、网络交易和企业融资领域等方
面得到广泛应用。 （郭晶晶）

免费贷款 优质服务 就在快贷
贷款服务哪家融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快贷

中心近期为企业、个人提供优质贷款服务，活动期
间，享受免费服务咨询。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主
不妨拨打028-66623666或去快贷中心（位于西安中
路47号，近宽窄巷子），有机会享受利息低至3厘的
贷款产品，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到账快速 想用就用

做餐饮生意的朱先生，准备拿下隔壁店铺扩大店
面，资金一时周转不灵，通过快贷中心的服务，150万
元隔天就到账，朱先生顺利抓住了发展的宝贵商机。
■联合60余家银行提供贷款

快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出
银行贷款，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
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
样，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就可放款。
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不使用无
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按揭车也可贷款

市民马先生急需周转资金，但他名下奥迪车被查
封，马先生通过快贷中心向银行申请，获得了20万元
的应急贷款。拨打028-66623666向快贷中心申请汽
车抵押贷款，手续快捷，只要资料审核通过，最快半小
时就能申请贷款，月息低至8厘。快贷中心还打通各家
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
以及装过GPS的车都可以申请汽车抵押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也能贷

快贷中心推出无抵押轻松贷，市民可凭借每月
工资放大60倍办理工薪贷款，月息最低2.5厘；也可
通过单位购买的社保或公积金做放大贷；还可用购
买的商业保险，将年缴保费放大最高60倍来办理应
急贷款。吴小姐急需资金，向快贷中心咨询，凭借工
资证明和银行流水，放大60倍获得30万工薪贷款，
解决一时燃眉之急。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
押，只要拨打快贷中心电话028-66623666，都将努
力 为 你 打
通 银 行 渠
道，拿到最
低 利 息 的
银行贷款。

乐山市商行等金融机构遭处罚

1月9日，四川银监局在其官方网站上披露了对几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相关高管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这也是该局今年对外公布的首
批行政处罚信息。

记者了解到，当天对外公布的这批行政处罚信息主
要来自于巴中银监分局、乐山银监分局和甘孜银监分局，
时间集中在2016年11月至12月。其中，平昌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因“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贷款用于缴纳土地
出让金”，被罚款30万元，该联社主任杨柳被警告并罚款
6万元；乐山市商业银行沐川支行因“以贷款资金作为保
证金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严重违反审
慎经营规则”，被罚款30万元，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罗
跃林被警告、罚款8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苏宁与四川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互联网零售助推四川消费提档升级

相信不少读者都看过有关窃
听的影视大片，片中很多离奇的
情节如今正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近日，一起罕见的“窃听门”事件
引爆保险圈，英大财险潍坊中心
支公司（以下简称英大潍坊中支）
对山东保监局检查组的恶意监听
行为，在山东保监局一份《关于英
大财险潍坊中心支公司严重妨碍
监管检查恶性事件情况的通报》
（以下简称《通报》）中被定性为恶
性事件。

《通报》称，本月6日，在山东
保监局检查组对英大财险山东分
公司及其所属潍坊中支的保险业
务经营情况开展现场检查时，发
现英大潍坊中支在其提供的检查
人员工作场所内，安装了2部智能
窃听装置，用于窃听检查组调查
谈话及工作交流内容。

监管：
对抗检查性质极其恶劣

《通报》显示，日前，山东保监局
依法对英大财险山东分公司及其
所属潍坊中心支公司开展现场检
查过程中，英大潍坊中支采取严重
失当行为，干扰、妨碍、对抗监管检
查，问题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

根据《通报》，检查过程中，检
查组于2017年1月6日，发现英大
财险潍坊中心支公司在该公司提
供的检查人员工作场所内安装了
2部智能窃听装置，用于窃听检查
组调查谈话及工作交流内容。现
已查实，该行为系该公司主持工
作的副总经理鲁文涛、综合部临
时负责人韩涛、代理人杨长浩、财
务辅助岗人员崔昭等人蓄意串

通、共谋，意欲窃取检查组重要谈
话内容，以便进一步干扰、妨碍、
对抗监管检查的严重违法行为。

记者注意到，山东保监局认
为，英大潍坊中支的上述行为严
重违反了《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
的部分内容，属于拒绝或者妨碍
依法监督检查，性质极其恶劣，影
响极坏。针对上述问题，山东保监
局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
责任，从严从重处罚，并保留采取
进一步监管措施的权利。

那么，英大财险为何要冒如
此大的风险去监听检查组谈话
呢？《通报》还披露，山东保监局现
场检查时发现，英大潍坊中支存
在设立大额账外资金、代理业务
手续费不真实、报销虚假费用等
违规问题。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山东保监
局尚未发布处罚公告。但业内人士
认为，根据山东保监局的态度，英
大财险此次难逃“重”罚，或遭50万
罚款。同时，更有相关业务被叫停
以及吊销业务许可证的风险。

针对该通报情况，《每日经济
新闻》记者昨日多次致电英大财
险位于北京的总公司和山东分公
司、潍坊中心支公司，其电话均处
于无人接听状态。

先例：
“长安北分”曾遭重罚

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告诉《每
日经济新闻》记者，英大财险这种
事情肯定会被严肃处理。值得注
意的是，类似对抗检查的案例在
行业内曾有遭重罚的先例。

2010年1月至3月，北京保监

局对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北
分）进行了现场检查。在检查过程
中，长安北分存在拒绝、妨碍监督
检查的违法行为，而时任长安北
分副总经理郭强、员工鲁建科与
章汉琴三人直接实施了上述违法
行为。

处罚书显示，2010年3月12日
上午，原长安北分员工章汉琴在
检查组对其工作电脑进行检查
时，强行关闭电脑，离开职场，导
致检查中断。检查组遂要求长安
北分妥善保存该电脑，在检查结
束前不得删除、销毁电脑内的文
件和数据。当日中午，郭强与鲁建
科强行砸毁长安北分办公室玻璃
门，将上述电脑抢走，并删除了电
脑内保存的经营业务档案。第二
天，郭强又删除长安北分职场监
控设备内保存的2010年3月12日
监控录像记录。

保监会在行政处罚书中指
出，上述行为违反了《保险法》有
关规定，保监会给予郭强终身禁
止进入保险业、禁止鲁建科5年内
进入保险业和禁止章汉琴3年内
进入保险业的处罚。随后，北京保
监局又对长安北分和该公司8名
相关责任人开出9张罚单。因业务
财务数据不真实、拒绝并妨碍依
法监督检查、委托不具有合法资
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三大
问题，长安北分被处以合计80万
元罚款，长安北分及其海淀支公
司、丰台支公司和朝阳营销服务
部被处以停止接受新业务6个月；
8名责任人则被处以警告、罚款或
撤销任职资格。（每日经济新闻）

检查场所安装窃听器
保险业上演“窃听风云”

山东保监局将英大潍坊中支的行为定性为恶性事件，将依法追究责任并从严从重处罚

事发 英大潍坊中支在其提供的
检查人员工作场所内，安装
了2部智能窃听装置，窃听
检查组调查谈话及工作交
流内容。

查实 由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鲁
文涛等人蓄意串通、共谋，
意欲窃取检查组重要谈话
内容，以便进一步干扰、妨
碍、对抗监管检查。

通报 英大潍坊中支采取的恶意
监听行为，问题极其严重，
影响极为恶劣。山东保监局
将其定性为恶性事件。

当天下午，北美车展组委会执
行主席罗德·艾伯茨来到广汽传祺
展台，并将“2017北美车展荣誉
奖”(InHonorofCommitmentto
the2017NAIAS)授予了广汽集
团。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副总
经理张青松、广汽乘用车总经理
郁俊、广汽研究院院长王秋景、广
汽研究院副院长张帆分别在新闻
发布会上致辞。而作为广汽新一
代企业领导者，在北美车展主展
馆全英文致辞也进一步展示了传
祺品牌的国际化新形象及领导的
国际视野。

在本届车展上，广汽全球首发
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跨界概念车
EnSpirit、“硬派5座SUV” 传祺
GS7、“纯电动新能源SUV”传祺
GE3三款全新车型，“中产精英座

驾”传祺GA8以及具备全球领先
水准的新能源动力总成GMC变速
箱+1.5ATK发动机也同台亮相，
全面展示了广汽传祺在研发、设
计、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用实
力彰显中国汽车领导品牌的风采。

全新“硬派5座SUV”GS7
惊艳亮相
在本届北美车展上，广汽传祺

所带来的四款车型从不同定位、不
同角度充分展示了其在各领域的
创新成果，全面诠释了广汽本次参
展主题“InnovationFortheFu-
ture”（创新驱动未来）。
作为本届车展的最大亮点，广

汽传祺全球首发了基于广汽自主
研发的C级平台精心打造的“硬派
5座SUV”传祺GS7。传祺GS7传承

了广汽传祺前沿的设计元素、舒适
的宽大空间、强劲的动力操控和智
能的科技配置，其硬派彰显力量感
的外观与年轻运动的色彩搭配迎
合了北美及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
潮流。GS7将与广汽传祺旗下“旗
舰级豪华大7座SUV”GS8构成高
端SUV产品矩阵，全面满足消费者
对于中高端SUV市场的多元化需
求。值得一提的是，传祺GS8上市
两个月月销量就突破6500台，待交
付订单突破3.1万台，创造了同等
价位中国品牌车型难以企及的销
售成绩。而随着传祺GS7的到来，
传祺的“神车家族”将会增添又一
位销量担当。

新能源领域双星闪耀
在新能源领域，广汽传祺全球

首发插电式混合动力跨界概念车
EnSpirit和“纯电动新能源SUV”
传祺GE3两款新能源车型。作为广
汽在电动化、网联化和智能化领域
的创新成果，EnSpirit搭载了自主
研发的1.5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和G–MC（GAC Mechatronic
Coupling）先进机电耦合系统，造
型方面将轿跑、SUV与敞篷车三者
完美融合，满足了现代消费者对于
多元化的追求，而这些也将在后续
传祺量产车型上应用体现。与此同
时，广汽传祺还带来了基于新能源
平台打造的首款纯电动汽车GE3，
这款车是广汽传祺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的突破性产品，象征着环保、
无污染的轻生活方式，旨在为年轻
用户提供亲和、高效、智能、有趣的
驾乘体验。

启封北美车展110年中国品牌的历史
广汽传祺GS7全球首发
开启自主品牌国际化2.0时代

2016年，以传祺为代表
的中国优秀汽车品牌全面
发力，占乘用车总销量的四
成以上，远高于行业市场整
体增幅，成为中国汽车市场
的主力军。其中，广汽传祺
全年销售38万辆同比增长
96%，在品牌、产品、产能等
方面全面发力，再创新高，
充分展现了中国汽车领导
品牌的实力。

事实上，广汽传祺已经
连续6年以85%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实现了优质高速发
展，而这得益于广汽传祺始
终坚持正向开发，坚持国际
标准，构建了集全球研发网、
广汽生产方式、全球供应链
体系等为核心的造车体系，
确保了传祺产品均具备世
界先进产品品质水准。在J.
D.Power新 车 质 量 评 价

（IQS）中，广汽传祺连续四
年位居中国汽车品牌前列，
2016年排名全行业第5，取
得中国品牌历史性突破。作
为传祺销量的主力军之一，
传祺GS4在J.D.Power紧凑型
SUV细分市场排名中位居
中国品牌第一，而这也正是
传祺GS4自上市以来一路高
歌猛进，持续位居全国SUV
市场第二的原因所在。

经过多年的发展，广汽
传祺在创新研发、生产制
造、品质工艺、品牌建设等
方面都已取得长足的发展。
未来，相信广汽传祺随着国
际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凭借
着世界先进的产品力和卓
越服务必将受到全球更多
消费者的喜爱，成长为世界
先进的中国品牌。

（刘逢源）

2017
年1月9日，
北美国际汽
车展在底特
律COBO中
心正式拉开
帷幕，广汽
传祺第三次
参加北美车
展，并成为
北 美 车 展
110年历史
上率先进入
主展馆的中
国品牌。

广汽集团新闻发布会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现场人气火爆

广汽集团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全
英文演讲

2016广汽传祺再创新高
销量突破38万辆 同比增长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