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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争执 20 余载

马其顿要改国名为北马其顿
马其顿政府 12 日同意将国
名由“马其顿共和国”改为“北马
其顿共和国”，结束 20 多年来与
希腊北部马其顿省重名引发的
争议。

同意更名

马其顿总理佐兰·扎埃夫
说，经过与希腊方面数月的密集
外交磋商，同意更改国名，“目的
是拥有清晰、明确的名字，光荣
且地理准确的名字——
—北马其
顿共和国”。
马其顿 1991年脱离南斯拉
夫独立，宪法国名为“马其顿共和
国”。希腊北部一个省份也叫“马
其顿”。希腊一直反对邻国以马
其顿为国名，认定它暗示对马其
顿省有领土主张。因此，马其顿
1993年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
和国”的暂用名加入联合国。
扎埃夫说，马其顿和希腊定
于本周末签署更名协议。依照协
议，马其顿须修改宪法体现国名
变化。
法新社报道，希腊政府官员
先前说，马其顿备选国名还包括
“新马其顿”、“上马其顿”，最终
选定“北马其顿”。
希腊外交部长尼科斯·科恰
斯与马其顿外长尼古拉·迪米特

罗夫反复磋商后，起草 20页的
更名协议。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
普拉斯在电视讲话中说，更名
协议“清楚地区分希腊马其顿
省和我们北边的邻居，消除马
其顿现用宪法国名所含领土收
复主义暗示”。
齐普拉斯还说，马其顿“今
后不能也不会宣称与古希腊马
其顿文明有任何关联”。
换取支持

“20多年的国名争议埋没
马其顿，”扎埃夫说，更名协议为
这个巴尔干国家最终成为欧洲
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开
辟道路。希腊不满马其顿的国名
与马其顿省重名，一直阻止马其
顿加入欧盟和北约。
路透社报道，两国一直尽力
赶在 6月底欧盟首脑会议前就
解决方案框架达成一致。北约峰
会定于 7月中旬举行。
欧盟轮值主席国保加利亚
说，更名协议将为马其顿入盟谈
判铺平道路。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
贝格说，协议将使马其顿“踏上
成为北约成员国的道路”，“有助
于巩固和平与稳定”。

只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说，希腊支持马其顿加入欧盟和
北约的前提条件是马其顿完成
宪法国名更改，“ 如果宪法修改
无法成功完成，加入北约的邀请
将自动撤回，加入欧盟的谈判也
不会启动”。
“艰巨考验”

围绕马其顿更改国名的协
议，马其顿和希腊国内都出现反
对之声。
马其顿总统格奥尔盖·伊万
诺夫当天早些时候说，他依然不
同意把新国名写入宪法。这一做
法意味着永久更名以及国内外
都必须使用新国名。
马其顿主要反对党、马其顿
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
谴责总理扎埃夫向希腊“屈服”，
“全盘接受希腊的要求”。
希腊大多数在野党批评总
理齐普拉斯的谈判策略。连他的
执政伙伴独立希腊人党也说，不
支持一份允许继续使用“马其
顿”为国名的协议。
马其顿更改国名的协议须
获得两国议会批准，还要通过马
其顿公民投票。按路透社的说
法，这对于两国领导层而言是一
场“艰巨考验”。 据新华社

天价瓷瓶竟用鞋盒送拍
一个从阁楼鞋盒内找出来
的瓷瓶12日在法国巴黎苏富比
拍卖行拍得1620万欧元（约合
1.22亿元人民币），超出预估价
20多倍，成为法国苏富比拍卖
行成交价最高的单品。
苏富比拍卖行亚洲艺术品
专家奥利维耶·瓦尔米耶告诉
路透社记者：
“这个人（委托人）
拿着装在鞋盒内的花瓶，用几张
报纸裹着，搭乘火车，转地铁，再
步行走进苏富比大门，走进我的
办公室。然后，她把鞋盒放在我
的办公桌上。我们打开盒子，顿
时为花瓶的美而倾倒。”

花瓶呈灯泡形，高30厘米，
瓶身绘一片树林，林内有鹿、鸟
和其他动物，色彩丰富而细腻。
瓶颈饰有一圈金纹。瓶身还有
清朝乾隆皇帝的一个印章。瓦
尔米耶猜测这个花瓶可能是为
乾隆皇帝特制的瓷器。
拍卖前，拍卖师估计瓷瓶成
交价为50万至70万欧元（375.99
万至526.39万元人民币）。瓷瓶
的拍卖持续大约20分钟，多人参
与竞拍。买家来自亚洲。
1620万欧元中包含200万
欧元（1504.4万元人民币）佣金
和拍卖相关费用。 据新华社

“信任长在” 面向未来的品牌承诺
—民生信用卡品牌主张全新升级
——

作为企业的品牌立场和市
场承诺，品牌口号言简意赅地传
递着品牌的核心价值，能够让客
户简明、清晰地识别出品牌的价
值取向和个性文化，从而获得品
牌认同与客户忠诚。
2018年 6月 16日，在民生
信用卡迎来发卡 13周年之际，
—“信任长
其全新品牌口号——
在”，正式对外发布。简短四字，
掷地有声，在信用卡行业蓬勃发
展的今天，昭示出民生信用卡面
向未来的品牌承诺。
民生信用卡于 2005年 6月
16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发行。
在信用卡品牌林立的竞争环境
下，只经过三年发展便实现盈
利，打破了国际上信用卡五年盈
利的经营规律。时至今日，历经
十三年持续发展，经营机构已辐
射全国百余城市，收入利润等业
绩指标逐年稳步攀升，实现了服
务质量、业务效益和消费者满意
度的同步提高。
当前，市场环境与客户需求
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站在发展的
新起点上，民生信用卡需要一个
全新的品牌口号，引领战略清晰
的价值成长，诠释特色鲜明的品
牌形象。
信任长在——
—信任缘于安
心，安心贵在久长

本次发布的全新品牌口
号——
—“信任长在”，是对民生信
用卡企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
练，也是民生信用卡对自身企业
责任的动人宣示。
信任，在中国汉语里的基本
释义是相信并加以任用。用在金
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中，则
是企业以自身之诚信，取客户安

心之任用。作为一家经营信用卡
的金融机构，其业务本质就是基
于信用、共创价值。正是因为民
生信用卡始终把让客户安心作
为业务的核心出发点，才能使客
户在使用过程中建立起对品牌
的信任，同时这种信任的累积又
促使客户坚定下一次的选择。这
是一个企业与客户相互信任、良
性循环的过程。回顾十三年来的
发展，民生信用卡用实实在在的
行动诠释着不负信任的决心：中
国公民在海外任何地方遇到紧
急情况都可拨打由民生信用卡
代建代维的外交部 12308热线
电话，民生将第一时间快速应答
并协助每一位中国公民；民生信
用卡提供安全锁功能，可一键锁
卡，阻断账户安全隐患，同时，
7*24小时对客户的每一笔交易
进行风险监控，已防止潜在损失
超 9亿元，保障您的资金账户安
全；率先将世界先进动态 CVV2
安全技术引进中国，国内率先应
用 MotionCode技术发行信用
卡，应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
沿科技手段提供方便快捷的客
户体验……每一项服务，都期待
客户安心的笑容；每一笔业务，
都使得信任的价值彰显。
长在，则是对信任这种美好
感情许下的一个庄严承诺，一句
长情的告白。同时，也体现着民
生信用卡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信
心和要求。“长”而非“常”，既包
含时时刻刻的动态陪伴，更表达
着久久远远的永恒相守。瞩目当
下，民生信用卡基于大数据平台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基于全民生
活 APP的移动互联场景、基于
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审批已初显
成效；客户权益体系、特色产品

体系、风险管理体系等战略性经
营框架正日趋完善。民生信用卡
正以全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
迎接来自内外部的各类挑战，陪
伴广大客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民生 DNA 的传承

脚。因为懂得，所以信任：懂得你
的期待，懂得你的梦想，努力为
你提供值得信任的服务。当今社
会，焦虑、警惕、怀疑充斥着都市
人的生活，人们渐渐失去了信任
的勇气。作为一家以信用为本的
金融企业，有责任用实际行动重
建相互信任的社会风气，使人与
人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用
产生价值。

笔者注意到，早在 2017年
伊始，民生银行便发布了《民生
—中国民生银行企业文
DNA——
化手册》，其中提出了全新品牌 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
口号“诚于民，道相生”。于民生 品牌升级助力新发展
银行的品牌价值感染下，民生信
消费能力提升和消费结构
用卡此次提出的品牌口号“信任 升级，带来了国内消费信贷市场
长在”，体现了传承性与专业性 的繁荣发展。作为集支付与信贷
的高度统一。民生信用卡在十三 两大核心功能于一身的信用卡，
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传承了民 成为各家银行大力发展的业务
生 银 行 企 业 文 化 中 的 优 秀 品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DNA“，信任长在”这一品牌口号 品牌升级作为民生信用卡的利
的提出，也与民生银行总行“诚 器，具有重要的战略导向意义。
于民，道相生”的品牌口号一脉
“近几年，消费金融市场快
相承。“诚”、“信”都是口号中的 速变化，产品、服务同质化成了
关键字，说明民生信用卡秉承诚 金融机构难以摆脱的标签，品牌
信之道，将诚信的价值观作为企 定位、用户体验、市场口碑对于
业立于市场的根本法宝，从自身 银行的影响日益突显。”民生银
业务特点出发助力民生事业生 行信用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不息、基业长青的发展之道。 “新常态下，民生信用卡对过去
笔者同时注意到，民生银行 十三年的经营发展进行了梳理，
在 2017年 6月 6日还发布了零 提炼出新的品牌口号，目的就是
—“懂你的银 要体现品牌差异化竞争力，提升
售银行品牌口号——
行”。在该口号指引下，民生信用 品牌溢价能力，以全新的品牌主
卡以“懂你的信用卡”为主题，先 张为以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
后推出了懂你的环球梦、懂你的 和动力。”
吃货心、懂你的剁手瘾等系列活
首先，升级品牌主张是时代
动，聚焦客户在境外、餐饮、网购 发展的需要。其次，随着消费者文
等场景下的消费需求，提供安 化层次、收入水平、消费观念的不
心、实惠、便捷的用卡体验。作为 断提升，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在不
民生银行零售板块创利最高的 断增强。最后，升级品牌主张是民
业务单元，民生信用卡此次“信 生信用卡自身发展的需要。
任长在”品牌口号的提出，可以
“信任长在”是民生信用卡
说是对“懂你的银行”的有力注 十三年探索与实践的理念结晶，

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品牌立场和
市场承诺，是民生信用卡打造标
杆信用卡的价值导向。
相信品牌的力量， 全面推
进改革，提升品牌价值

2017年是民生信用卡新一
轮改革转型的起点。民生信用卡
从获客模式、场景拓展、风险管
控、内部运营等方面全面推进改
革转型。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
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民生信用
卡将以品牌口号全新升级为标
志，勇于改革、勤于创新，落实好
多重战略举措，力争走在民生银
行改革转型的前列，走在信用卡
行业创新发展的前列。
一是要加快场景建设，为客
户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
要做好客群经营，满足客户差异
化需求。三是要发展金融科技、
推进数字化转型。
常怀感恩之心，不坠青云之
志。回首过去，民生信用卡从十
三年前的第一次亮相，到如今发
卡量超 4000万张，凭借卓越的
产品与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信任和青睐。展望未来，面对更
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期待民生信
用卡在“信任长在”新品牌口号
的引领下，突显品牌特色，关注
价值提升，持续打造业内领先的
（罗文）
标杆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