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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国农业银行扬州市分行
携手千山茶行在扬州东关街街南书屋
共同举办 “茶禅一味 农银e管家真情
相伴” 快消品订货会。 记者在现场看
到， 近百名千山茶行经销商以及农行
贵宾客户出席活动。 订货会现场人气
火爆，大家对活动连连称赞。本次订货
会带动60多家商户上线“农银e管家”，
达成交易46笔，金额126万元；现场开
立借记卡45张、注册掌银52户、办理信
用卡8张、办理智能POS机6户。

线上“商务+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中国农业银行扬州市分行副行长
杨忠介绍， 中国农业银行一贯秉承以
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坚持稳健经
营、可持续发展，立足县域和城市两大
市场，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着力打造
“大行德广 伴您成长”的服务品牌。多
年来，扬州农行坚持“负重奋进，勇于
担当，实干兴行”的独特企业精神，以
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
目标，深化改革，锐意创新，综合实力
和竞争能力不断增强， 多项指标在扬
州金融同业名列前茅。

中国农业银行扬州市分行科技与
网络金融部张月华总经理说，农银e管
家是农业银行为了迎合客户需求，为
涉农生产企业、县域批发商、农家店、
农户打造的一款线上“商务+金融”综
合服务平台。 平台由农业银行自主研
发， 为商户提供了店铺、 商品展示服
务， 帮助企业进一步获客， 客户可以
“拎包入驻”，直接使用线上线下、本行
跨行全渠道支付结算服务。

巩固银企关系，拓宽合作领域

活动现场， 来自江都的茶叶店老
板蒋小姐说，自己开了一家茶叶店，虽
然店不大，但订单多，对账成本高，自
己很是头疼，农行“农银e管家”提供的
服务正好可以帮助自
己解决这些困惑 ，太
好了。

中国农业银
行扬州广陵支行
副行长巫俊说 ，
本次订货会力度
空前， 展现了扬
州农行、 千山茶
行对本次活动的
一片真心和诚意 ，我
们将全方位开展系列
服务， 真正帮助您解决金融支付及贷款理财所遇到的各类金融问
题。“握住农行手，永远是朋友！”巫俊说，扬州农行真诚地邀请各位
商户朋友，参与本次各类优惠活动、切实感受强强联合的魅力。

扬州千山茶行总经理杨必富说，活动的成功举行，充分表明扬
州农行的服务功能、服务理念值得称赞，感谢扬州农行对千山茶行
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相信，今后
在我们继续共同努力下，一定能不断巩固银企关系，不断拓宽合作
领域，不断做大做强各项业务，为双方持续稳健发展再谱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城市经济“领衔”转型新动能
高邮镇上半年交出高质量“成绩单”

本报讯 （蔡忠泽） 今年上半年，
高邮镇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
“成绩单”。 成绩的背后是该镇发力城
市经济，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所做的积极努力， 转型发展的新
动能正在形成。

龙头项目带动， 引领服务业集聚
发展。今年以来，高邮镇坚持把服务业
作为主攻方向，依托城市资源，以大项
目打造聚合空间提质服务业。 位于捍
海路东侧、 武安东路北侧的武安广场
商务综合体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部
分附属设施已封顶。据悉，武安广场项
目全部建成投运后， 将在东部新城形

成以高端商业、商务办公、人才公寓为
主的新兴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目前，世
贸金街即将封顶， 金帆中心主体建设
已达2层，吾悦广场、金融中心已完成
试桩，将正式开工建设。

主动嫁接资源，打破空间资源天花
板。 高邮镇面对土地资源要素有限的实
际，通过资源整合、资本道路，以“零增
地”实现增资扩产。秦邮双创服务中心吸
收入驻企业和个体19个, 1-5月份实现
营业收入超过2000万元；日兴公司和卫
星公司上市进程加速推进；卡特刘科技、
远望鞋业等一批嫁接提升项目成功签约
落户；此外，大力发展“飞地经济”，与城

南经济新区合作，规划建设园中园。
坚持绿色生态， 开辟转型发展新

通道。 高邮镇按照高邮市委环湖发展
战略，依托临湖临滩优势，积极打造滨
湖生态景区，成功举办首届油菜花节。
截至5月底，已经完成湖滨生态景区初
步打造，实施了滨湖花海、湖滨人家、
鸭鸭公社、北圩遗址公园等服务项目，
累计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

高邮镇党委书记李深红表示，下
一步，高邮镇将围绕打造“首创首善、
彰显高邮文化生态特色的新城区”的
目标，继续解放思想，扬长避短，展示
优势，努力推动城市经济取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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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文明） 昨日，记者
在扬州皮市街看到一家店，店名很特别，
名叫： 扬州正能量网红店。 前往打听得
知， 这家店的老板是做公益活动的知名
人物， 他叫凌万兵， 被本报报道称赞为
“最美粢饭哥”，被评为“中国好人”。凌万
兵缘何开扬州正能量网红店？ 这家店有
什么特别之处？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扬州，有这样一位好人：他先后被
评为 “江苏好人”、“扬州十大孝星”、“扬
州市十佳志愿者”、“扬州市十大道德模
范” 等； 还先后被扬州几所高校聘请为
“德育讲堂”客座教授，被扬州团市委聘
请为青少年成长顾问；2016年6月被评为
“中国好人” 并于9月荣登中国好人榜好
人365封面人物。今年，江苏省委宣传部
授予他江苏“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他
就是扬州市广陵区连福社区凌万兵工作
室负责人凌万兵。

记者在这家正能量网红店看到，这
家店的门口有告示牌，上面注明：现役军
人、军嫂、退伍军人、环卫工人、残疾人免
费提供早餐服务！凌万兵说，扬州正能量
网红店主要卖粢饭、奶茶、煎饼等食品，
我会把店的百分之十的纯利润拿出来，
定向用于帮助困难学生。 凌万兵被扬州
人称作“粢饭哥”，因为他卖出的每一份
粢饭里面都包裹着爱心和正能量。2008
年汶川大地震，他第一次决定义卖，捐出
了两天的营业额2000多元。 电视上报道
扬州沙头镇有一位妈妈割肾救子的新
闻，凌万兵义卖3天，捐出1万多元善款。

一个13岁女孩患上脑癌， 凌万兵决定再
一次义卖，募集善款4万多元交到了女孩
家人手中。这些年有朋友替凌万兵算过，
这10年来，他募集的善款已超过百万元，
帮助过的困难家庭和残疾人已近千人。

凌万兵常说 ：“我也不是什么大老
板，捐款能力有限，做公益主要还是尽力
而为，只要对别人有帮助就去做。”看到
电视上报道有的残疾人行动不便， 下楼
洗澡成了奢望，他会立即和人家联系，然
后凭着有把力气， 把人从楼上一层层背
下来，陪着到浴室洗完澡后，再把人背回
家。“就背老人、残疾人上下楼这种小事，
凌万兵恐怕做过有上千次了。”同是社区
志愿者的张爱山说。凌万兵常做好事，所
以经常出现在媒体上， 这让很多扬州人
成了他的“粉丝”，其中更有不少人决定
变成凌万兵这样的人。 现在凌万兵志愿
者工作室已经有400多个会员，遍布扬州
全城各个角落。

本报报道的“最美粢饭哥”凌万兵在扬州皮市街开了一家网红店

可能说到网红，大家第一印象
就是美女之类的，包括许许多多的
人可能因为稀奇古怪的原因成为

了网红， 我之所以提出正能量，因
为我从事了10多年的公益活动，一
直在做正能量的事情，而我们这些
正能量的公益人更应该引起社会

的关注，而不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物来引领这个社会，目前在扬州乃
至于全国都没有人真正提出正能

量网红这个词！让正能量的人成为
“网红”，更多的人关注他们，让更
多人可以学习和一起传递正能量，
这样的“网红”才是社会需要的！

记者

凌万兵

你缘何创办这家网红店？

我们店可能技术和别人家没

有太大的区别，但我们品种什么比
别人有优势，可以弥补茶饮店产品
单一的缺陷。

记者

凌万兵

扬州正能量网红店和别的奶茶餐饮店相比，有哪
些区别和特点？

我们店有自己拳头产品 ，如
“南拳老妈功夫粢饭”是我经营了10
年的品牌产品，央视《向幸福出发》

节目主持人月亮姐姐说：“你的粢饭
是用爱心做的！人越吃越美！”这个
“特色”是一般的店所不具备的！

记者

凌万兵

你店里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

这个店我自己定位为公益店！
我们会成立“十点公益项目”，我们
会把店的百分之十纯利润拿出来，
用于帮助困难学生！ 孩子是十点钟

的太阳， 所以我成立 “十点公益项
目”， 另外我们店门口有告示牌：现
役军人、军嫂、退伍军人、环卫工人、
残疾人等都免费提供早餐服务。

记者

凌万兵

你是“中国好人”，创办这家店如何更好地从事公
益活动？

未来我们会发展连锁品牌店，
开更多的正能量店， 帮助更多的

人！包括一些家庭困难的人，我们
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记者

凌万兵

未来，你这家店的发展打算是什么？

本报记者 张玉菁

俄罗斯世界杯激战正酣，我市
“端午车展”同样一派热闹。近日 ，
由扬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车展
圆满闭幕。展期最后一天 ，参展市
民依然络绎不绝， 参展人流量、成
交数据均创下历史佳绩。

节日消费旺
临近车展闭幕仍有消费

者陆续观展

18日傍晚，京华城西广场以东
马路车辆已经“大排长龙”，虽然距
离饭点还有1个小时左右， 京华城
周边车位已经“一位难求”。在京华
城西广场内，为期三天的端午车展
即将进入尾声，但仍陆续有市民拖
家带口进入展区观展赏车。

“下午3点以后客流量迎来小高
峰， 有的销售人员到现在连水都来

不及喝。”在广汽丰田展区一位销售
人员透露，像凯美瑞、汉兰达、YARiS
等热门车型， 好几次都是两三拨客
人一同到展区来咨询， 排队等候试
驾。“比如凯美瑞2018款2.0E这款中
级车，一天已经卖出去好几台。”

据主办方透露，本届端午车展
期间虽然室外气温较高，但在各种
因素的带动下 ， 并未阻挡市民参
展、观展的脚步。据不完全统计，车
展三天超万人观展，新车成交数据
再创历史佳绩。

主打运动牌
足球世界杯助燃消费者

“购车热”
除了传统节日、人造节日提振，

记者注意到，不少车商也瞄准了“世
界杯”这一足球盛事，打出了不少促
销噱头。比如，东风雷诺品牌不仅带
来了厂家支持的标准展具 ， 还以

“2018俄罗斯之夏 精彩缤纷”为题，
打出雷诺“购车节”的口号，专享优
惠也格外吸引眼球：购车享100%购
置税减免、24期0利率全额商业险，
雷诺进口车关税全面下调等， 营造
出了浓厚世界杯氛围。

另一旁德国进口品牌宝沃汽
车，同样打出了世界杯口号：“宝沃
世界杯， 挑战亿元礼包， 宝沃BX7
TS,携BX5 18款、BX6全新上市。”该
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宝沃是德国传
统豪车品牌， 进入扬州时间不久，
但已经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认可。比
如宝沃这款SUV BX7 TS车型 ，车
展售价27.68万元起，这两天成交量
超出预期。为了迎合运动、夏季、热
情等理念，长安福特品牌更把超高
标准的城市巡回展厅带到了现场，
蓝色的车体、大屏、旗帜，清凉 、透
明的房车咨询室，给参展消费者带
去夏季一丝清凉。

市区扫码乘公交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张孔生） 记者昨

天从扬州市民卡公司了解到， 截至目
前， 该公司已配合公交集团完成了全

部公交车载POS机的升级改造， 实现
了市区扫码乘公交全覆盖。

市民可以在手机下载“我的扬州”

APP，乘坐公交车时只要在POS机上扫
一扫，就能实现付费乘车。这样，乘客
不需要付现金，照样可以乘公交，省了
找零的麻烦。下一步，扬州市民卡公司
将陆续对江都、 高邮等地的公交车进
行升级改造，实现扫码乘车。

由报业集团主办的车展圆满闭幕———

世界杯“助燃”消费者“购车热”
车展三天人气火爆，临近闭幕仍人头攒动

正能量网红店门面。

� 江都茶叶店老板蒋小姐在

现场看产品。

网红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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