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观察
近日，一家名为“车纪元”的汽车零售店在城区中澳滨河湾小区铺面开业。业内人士粗略统计，我市各类名

车店、购车平台过千家。然而，汽车新零售争相布点的同时，买卖纠纷也逐步出现。业内人士表示，汽车新零售

未来两三年内还将迅猛发展，而信任将成为行业发展最大“拦路虎”，随着竞争的激烈，洗牌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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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家庭理财规划，如今，不少人都
有为子女谋划出国留学的打算。然而在
梁瑞连看来，对于没有相关经验的家庭
来说，如何选择靠谱的中介机构、办理签
证、筹备留学资金、跨境缴纳学费、携带
外币生活费，乃至保证孩子在海外的人
身财产安全，众多繁杂的问题令家长颇
为担忧焦虑，尤其面对专业的金融问题，
不少家长感到不知所措。

为了解决出国留学的种种痛点，广
发银行面向留学生、准备留学的个人及
家人推出“广学天下”留学借记卡。其产
品设计理念紧紧围绕“专属权益、专业服
务、专注体验”开展，致力于充分发挥广
发银行在跨境金融领域、全球资讯领域
的优势，整合业内稀缺资源，以针对性的
特色留学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前期准备、
留学出行、海外求学各个时期关键需求，

提供一站式的留学金融服务，助力莘莘
学子实现海外留学梦。

据梁瑞连介绍，“广学天下”留学借记
卡是目前国内银行针对留学生提供优惠措
施最多、服务最全面的银行卡之一。持有此
卡的客户免开卡工本费、免存款证明手续
费、免跨境汇款电报费、享结售汇汇率优
惠、享专属存款理财产品等多项权益。

在留学的前期准备阶段，“广学天下”
留学金融方案可为客户提供线上开立存
款证明服务、14个币种电子渠道结售汇服
务、超过150个币种线上及线下跨境汇款
服务、留学资金高收益存款与理财产品、
留学贷款服务等专属服务。在留学临近出
发前，客户可专享手机银行跨境金融随身
服务、出行高峰期购汇优惠活动、留学专
属借记卡及信用卡服务、线上“留学付”留
学缴费服务、外币兑换及外币携带证服务
等各类贴心服务。目前广发银行可为持卡
人提供澳洲联邦银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
行预开户服务，在国内即可完成资料收
集、审查、传递等工作，留学生只需到国外
对应合作银行配合激活账户即可使用，避
免了初到海外不熟悉当地银行的困扰，让
留学生及家长更安心。

“广学天下”留学金融方案还为客户
提供个人网银及手机银行结售汇及跨境
汇款服务、“速汇金”海外现金迅速补给
等服务，以备不时之需。为了给留学生、
计划留学个人提供更全面、更贴心的教
育权益，广发银行还为“广学天下”留学
借记卡持卡人提供业内知名教育机构顾
问费用减免、VIP增值服务等专属优惠。

广发银行中山分行理财经理梁瑞连：

“以客为先”服务理念实现三赢

提起广发银行，相信

不少市民都会想起该行丰

富的金融理财服务产品，

特别是其线下商家资源丰

富的银行卡服务。而特色

理财服务频出的背后，自

然离不开始终以客为先的

服务团队的不断努力。已

经进入广发银行中山分行

工作第十个年头的梁瑞连

可谓见证着该行理财业务

发展的“黄金十年”。在她

看来，只有遵循“以客户

主”的服务理念，才能把握

市场风向，成就“客户、自

身、银行”三赢。

文/梁展宏

2008 年，大学本科
金融系毕业的梁瑞连加
入了广发银行的大家庭，
开始了银行工作的职业
生涯。期间，由基层一步
步做起的她从事过运营、
大堂经理等岗位。2015
年起，她开始主要投入到
个人理财业务，通过自身
努力学习进修，先后取得
了 AFP、基金、保险等从
业资格，对资产配置及风
险管理有较深认识，这方
面的研究也在不断提升。

梁瑞连告诉记者，这
些年在理财业务一线的
工作实践中，通过与形形
色色不同客户的接触，她
一直主张“以客为先”的
核心服务，即针对不同的
客户制定符合其自身需
求的家庭金融理财方案。

“作为专业人士，我
们的优势是熟悉掌握各
种金融工具及相关法律
法规，帮助客户实现个

人或家庭财富稳健增值
的目标，让他们享受更
美好的财富人生。不过
在客户服务过程中，怎
么样突破传统银行‘为
营销而营销’的刻板服
务，主打以客户为核心
的‘顾问式’服务，让所接
触到的客户都懂理财、懂
金融、懂规划，这是赢得
客户对理财经理、银行信
任，提升客户粘度的关
键。”梁瑞连表示，近年她
还将在一线工作服务的
一些心得体会，通过向
广发银行“广发之窗”季
刊投稿，与客户、同事一
同分享，希望借此实现
经验共享、共同进步。

正是凭借优秀客户
服务创新能力，梁瑞连在
2015 年-2017 年连续三
年被广发银行评选为“先
进员工”；2017年被广发
银行授以全行唯一的“客
户服务创新奖”。

十年一线扎实服务：
锻炼出优秀的客户服务创新能力

提供“金融+教育”专属权益：
特色留学金融服务助力学子逐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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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山火炬区创
新创业高峰论坛昨举行，
专家认为——

孵化器优化升级
需走专业化路线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昨日下午，由火
炬区管委会主办、中山火炬创客邦承办的

“燃烧青春 创享未来”2018中山火炬区创
新创业高峰论坛在火炬区留创园举办。广东
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品平、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周怀峰、火炬孵化集团联
合创始人季凤等围绕双创载体如何特色升
级等话题发表了看法。

周怀峰认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本源
包括“服务是本质、在孵化企业是核心、科技
含量是灵魂”三个方面，孵化企业的优化升
级需从确立专业技术方向、入孵企业或项目
遴选、企业（项目）价值（前景）评估方法、项
目猎头等四个方面重点考虑。在他看来，科
技企业孵化器优化升级应走专业化道路，朝
着专业技术孵化载体、专业化小微企业聚集
综合体、孵化器产业链链主三个方向发展。

胡品平认为，让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有生
命力，重要的要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好的商业
模式。目前广东省有生命力的孵化器分为，
孵化器+龙头企业；孵化器+高校（科研院所
或新型研发机构，与技术供给方结合）；孵化
器+投资机构；孵化器+国际化平台（载体）四
种模式。

2016年10月，中山火炬区创新创业中心
与苏州创客邦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引进苏州火炬孵化集团旗下“创客
邦”众创空间落户该区。据季凤介绍，该众创
空间落户中山两年来，已成为中山市级众创
空间，现在正在申报省级众创空间，众创空间
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尤其是创初类的。

本报讯（记者 黄凡）受美国
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三”拖累，10
月 11日沪深两市暴跌，其中上
证综指失守 2600点，深市三大
股指跌幅均高达逾 6%。行业板
块悉数告跌的同时，A股再度上
演“千股跌停”。中山板块出现两
级分化现象，其中 3只股票逆势
涨停，9只股票跌停。

昨日上证综指以2643.07点
跳空低开，早盘上摸 2661.29点
后开始震荡走低。午后沪指击穿
2600点整数位并下探2560.32点
后，最终以2583.46点报收，较前
一交易日大跌 142.38 点，并以
5.22%的幅度创下 2016年2月以
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深市三大股指表现更弱。深

证 成 指 收 报 7524.09 点 ，跌
486.60点，跌幅达到6.07%。创业
板指数跌 6.30%，收盘报 1261.88
点。中小板指数以 5069.94点报
收，跌幅也达到了6.22%。

股指重挫的同时，沪深两市
个股普跌，仅 70余只交易品种
上涨。不计算ST个股，两市仅20
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则超过千
只。行业板块悉数收跌，且除贵
金属板块外，其余板块跌幅均超
过 3%。综合类、葡萄酒、通信设
备、仪器仪表等多个板块录得
8%以上的巨大跌幅。两市总成
交量接近 3600亿元，较前一交
易日显著放大。

中山板块的表现与大市基
本一致，香山股份、棕榈股份、大

洋电机、联合光电、智慧松德、全
通教育、木林森、通宇通讯、乐心
医疗等 9只股票跌停。其余股票
除奥马电器、达华智能停牌外均
出现下跌，跌幅最小为中炬高
新，下跌2.04%。

值得一提的是，中山板块还
有 3只股票逆势上涨并且均涨
停。顶固集创报收34.31元，上涨
10%；皮阿诺报收 18.05元，上涨
9.99%；江龙船艇报收 12.11元，
上涨 9.99%。其中顶固集创除了
9月 25日上市首日大涨 44%之
外，又连续收获 7 个一字涨停
板。截至10月11日，顶固集创已
发布 4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
告。相较其发行价12.22元，昨日
报收价已上涨180.77%。

棕榈股份大股东
拟转让股份
战略投资者栖霞建设拟收购增持

本报讯（记者 黄凡）近日，上市公司棕
榈股份和栖霞建设同时发布公告。棕榈股份
第一大股东吴桂昌三兄弟已解除与辉瑞股
权投资股份转让协议，转而拟将股份转让给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栖霞建设是棕榈股份原始股东，2008年
7月，栖霞建设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认购棕榈
870万股新增股份，成为其第三大股东。今年
9月，栖霞建设拟以不超过 3.55亿元收购赖
国传、张辉、林彦、丁秋莲、杨镜良和吴汉昌
所持有的棕榈股份 5.08%的股份。该部分股
权交割程序尚在进行中。股权过户完成后，
其在棕榈股份的股份持股比例将为 11.87%。
若这次收购吴桂昌三兄弟所持棕榈股份 5%
到8%的股权完成后，栖霞建设将成为棕榈股
份第一大股东。

栖霞建设目前拥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
发资质，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及
物业管理业务，致力于住宅产品的开发建
设。该公司在持续推进房地产主业的同时，
正在谋求向产业链上下游领域发展。上半年
其实现营业收入 7.19 亿元，同比下降
42.52%，净利润为 6758.76万元；其总资产为
156.77亿元，净资产为37.04亿元。

各类名车店及购车平台争相布点，市场竞争渐趋白热化，专业人士指出——

汽车新零售或遇信任“拦路虎”

传统汽车 4S店多有规模
地分布在城市的郊区或近
郊，形成类似汽车城、汽车一
条街的规模效应，如我市的
陵岗、沙朗、长江北路等，而
汽车新零售店一反常态，扎
根各大楼盘下的铺面或主干
道，力图在汽车市场“分蛋
糕”。

10 月 10 日上午，记者从
中澳滨河湾出发，一公里半
径范围内先后调查了岐关西
路（南）以及博爱四路，粗略

统计，分布着十多家汽车新
零售店、购车平台，包括车纪
元、名车汇、华府名车、妙优
车、大乘车业、星全惠选车超
市、新盈汽车、新盛利名车汇
等。在城区远洋广场一带，也
分布着路旺达、中投名车等
七八家店。

博爱二路广卫家私旁的
名车汇和华府名车两家汽车
零售店营业面积较大，里面展
示了奔驰、宝马等不少品牌车
型，也有一些价值十几万元到

二三十万元的车型，店面外墙
上张贴有奔驰、宝马、奥迪、雷
克萨斯、路虎、玛莎拉蒂各种
品牌汽车标识。

所谓汽车新零售，即区分
于传统4S店单一品牌、大型展
厅的零售模式。近年来，市商
务局大力扶持商贸新业态的
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汽
车新零售店能否满足购车族
的需求，则要根据买卖双方的
具体情况而定。

中山市汽车流通协会会
长吴灏表示，多年来传统4S店
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口碑，
购物环境较好，从这一点看，
汽车新零售店的出现意义不
大，但传统金融机构对消费者
的准入门槛、审核标准更高，把
一部分有购车意向和能力的消
费者拒之门外，比如没有房产
无法获得银行贷款，4S店没有
合适的金融解决方案，而汽车
新零售店办理贷款无需房产抵

押，甚至一张身份证就可办理，
更加灵活的金融解决方案满足
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中山路某汽车零售店打
出低首付的广告：宝马 320最
低首付 3万元，奔驰C200L最
低首付 3.5 万元，宝马 118i 最
低首付 1.9万元，奥迪A3最低
首付 2万元，也就是说首付三
四万元就能把价格三四十万
元的车开回家。博爱二路妙
优车则打出了新汽车零售平

台的招牌，张贴有“更低首
付、更长分期、更简手续、更
快提车”的广告，而岐关西路
新盈汽车则打出了“购车 0首
付”的广告。

记者走访发现，大多汽车
新零售店内顾客不算多。一位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汽车新
零售店发展迅速，生意却没有
想象中那么美好，有的甚至举
步艰难，但因为准入门槛低，
很多投资者跃跃欲试。

随着汽车新零售店的快
速增长，市场乱象也随之出
现。8 月 29 日，本报报道了
《车行老板突然“走佬”，客户
被骗或超 460万》，东凤镇一
家名叫皇世名车汇的车行行
骗40多名消费者。上月，本报
以题为《中山男子“以租代售”
买了辆新车，一觉醒来小车蹊
跷失踪》对一宗汽车新零售店
的买卖纠纷进行了报道。

吴灏表示，近年来，我市
汽车消费市场不断扩容，汽
车保有量不断增长，随着准
入门槛的降低，2016年以来

我市汽车新零售店增长最
快，竞争不断加剧，做好服
务、创新经营模式是这类店
生存的仅有空间，应该说，大
多数经营者是本着诚信经营
以求发展的，也不排除少数
经营者钻空子套取购车族首
付款的情况，提醒消费者购
车时一定要谨慎。同时，未来
两三年内，还会迅速发展一
批汽车新零售店，但与传统
4S店大规模、大品牌、口碑影
响力相比，汽车新零售店将
遭遇信任“拦路”，行业洗牌
不可避免。

●汽车新零售店家门口“分蛋糕”

●“低首付简手续快提车”等吸引购车族

●市场乱象或加速行业洗牌

沪深股市昨再现“千股跌停”
沪指暴跌5.22%失守2600点，行业板块全线重挫，中山三股逆势涨停

本报讯（记者 黄凡）10
月11日，江龙船艇率先发布
前三季业绩预告，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 1342
万-1492 万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30.60% - 37.58%。

江龙船艇表示，报告期
内，公司销售订单同比增
长，但由于募投项目扩建厂
房达到设计产能尚需一定
的时间，受产能因素制约，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略
有增长。此外，今年计入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较上年
同期的1159.21 万元大幅下
降，导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
降。

其中，今年第三季度，
江龙船艇预计盈 600 万-
750万元，预计比上年同期
增长1.68%—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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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世球

江龙船艇前三季度
净利同比降逾三成

汽车新零售机遇和挑战并存。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