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2012 莒县春季车展圆满落幕

“一站式”购车引燃莒县车市
文/本报记者 化玉军 片/本报记者 冷炳豪

C04
今日日照

2012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一 编辑：张永斌 组版：张鸿

C05
今日日照

2012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一 编辑：张永斌 组版：张鸿

安利纽崔莱助力世界健康日

“齐鲁号”健康快车

山东巡回活动启航

本报讯 4 月 7 日至 11 日是“世界健康日”。4

月 5 日，一辆印有“安利纽崔莱动力新干线”的厢式
改装车吸引了广大市民的驻足。

作为纽崔莱公众营养健康教育行动的重要措
施，“齐鲁号”健康快车今年将在全省日照、泰安等 12

个城市巡回，为当地市民进行免费体检，市民可持纽
崔莱动力新干线健康测试票参与健康测试和专业的
营养咨询。

“纽崔莱动力新干线”健康快车展开后即是一座
长达 12 米的移动式健康体验中心。因其能在 8 分钟
内快速变身，被市民们亲切地称为“变形金刚”。测试
服务主要分为骨密度测试、人体成分测试、动脉健康
状况测试。

安利公司还在现场设立了专家咨询区域。纽崔
莱健康专家会针对测试报告进行分析并提供详尽的
解说和专业的建议，帮助测试者更深入了解自己的
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

今年的活动特设国民体质测试区域，该测试免
费向市民开放，包含血压测试、握力测试、耐力测试、
背力测试、反应速度测试、柔韧性测试等基本体质和
体能测试项目。 (彭彦伟)

7 日上午，齐鲁晚报主办的 2012 莒县春季车展在莒县
文心广场拉开帷幕。上午 8 时许，文心广场已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消费者在各车型之间穿梭着，寻找着自己心仪的
车型。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汽车参展商们在宣传扩
大品牌化效果方面奇招不断。

记者看到，各汽车经销商都在展区搭起的展蓬，摆
放了桌椅；有的经销商挂起了十多个金蛋，买车消费者
可以免费砸蛋抽奖；还有经销商在展区摆放着幸运大
转盘，转盘上写着送脚垫或者一些礼品组合等；更多的
经销商是在自己的展区搭建了五颜六色的巨型喷绘背
景墙。

车展上有豪华型、尊贵型、舒适型、时尚型和运动型等
车型，价格从三四万到几十万不等，让莒县消费者在家门
口就能在众多车型中挑个够。“年初刚换的工作，单位离家
有点远，想买个车代步，期待咱们的车展好长时间了。”市
民李先生说，去年他陪朋友在车展上买车，挑了俩小时，就
找到了他满意的车。

在车展上，不仅车型众多，经销商给出的优惠条件也
十分给力。日照诚达起亚 4S 店新推出了悦达起亚 K2 和
K5 车型，外观设计经典，性能稳定，比老版车型动力更大，
在此次车展上，不仅降价 1000 元，还会赠送 1000 元的大礼
包。江淮汽车经销商在背景喷绘上更是打出了“全国统一

‘0’利润销售”的字幕。
日照泰华福特汽车 4S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车

展上，他们这次展出的福特嘉年华部分车型直降 8000 元，
并赠送 500 元的车内装饰。北京现代汽车经销商说，消费
者在车展上购买途胜、IX35、悦动，若用工行和建行银行卡
一年内分期付款，可以享受”0 利率、0 手续费”的优惠，还
有很多汽车商推出团购活动。

人流攒动，互动文艺节目自是必不可少。性感优雅的
舞姿，豪放的歌声，“小丑”变魔术，吸引众多消费者的驻
足，引起了他们的阵阵掌声。

8 日下午 6 时，莒县 2012 春季车展圆满落幕。据组委
会统计，现场成交量达 200 余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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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8 日讯(记者 化玉军) 油价上
涨未阻挡消费者购车的热情，却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他们车型选择。7 日，在本报主办的 2012

莒县春季车展上，面对油价面临破 8 的局面，
小排量轿车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3 月 20 日零时，国家再次调整汽柴油价
格，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 600 元,93 号汽油
每升从 7 . 5 元涨到 7 . 99 元，97 号汽油每升从
8 . 05 元涨到 8 . 57 元，0 号柴油每升从 7 . 32 元

涨到 7 . 84 元。
7 日，在莒县车展现场，记者随机询问了

近二十名想买车的市民，他们纷纷表示，油价
的上涨让他们对车辆选择上更加趋于现实，有
的市民更加青睐于购买小排量轿车。市民陈先
生给记者算了笔帐，他平时都是开车上下班，
一个月能跑个五六百公里。现在 ,93 号汽油一
升涨了 0 . 49 元,一个月用五六十升油的话,这一
箱油就得多花三十元。

“油价都要破 8 了，不关心油价不行
啊。”和朋友一起来看车的李先生说。他告诉
记者，他最近有购车打算。对车不太在行的
他在听了同事说花在车上的油钱时，不禁心
惊。“车是要买，朋友推荐了几款小排量的
车，到车展我就直奔着这几个小排量的汽车
看。”他说。

在一家商贸公司工作的张先生打算在明
年结婚，周围的同事几乎都有车，准丈母娘也

想让他买辆实用的车，不过油价最近又上涨，
让已经是“房奴”的他有了买辆小排量车的打
算。

记者在车展上看到，消费者的选择对经销
商在车展上推出的车型以及优惠措施影响也
较大，很多经销商打出“省油”、“小排量”等字
样，如东方日产海正专营店更是打起了“油”
牌：车展期间，购指定车型送 1 吨油，希望能揽
住更多准购车主。

购车者细打算 小排量车“有人缘”

一家四口
购车“集结号”

“这是我先生，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
婿。”7 日上午，在莒县文心广场看车展的
王女士指着自己的亲人向记者介绍。

王女士告诉记者，丈夫退休前是名司
机，这次女儿来买车，非要爸爸来给长长
眼。记者看到，每看到一款感觉不错的车
型，王女士的丈夫都会和女婿一起钻进车
里试一试。

“我们希望女儿买车买个好点的，实用
点的，我和先生怕他们钱不够，还专门给他
们筹备了一部分钱。”王女士说，这次车展
上来了很多车商，就不用到各个店里挨个
比较了，直接在车展上一天看完，再选个好
车，给市民省了力气。

本报记者 化玉军

车展买车越来越成为市民的共识。7

日下午 2 点左右，在 2012 莒县春季车展现
场，刚转了两家展区的孟先生居然发现自
己的表哥也看车展。

孟先生今年 35 岁，儿子这个秋天马上
要上小学了，他想买辆车以方便接送孩子。

“儿子的幼儿园离家很近，从家里走七八分
钟就到了，不过上小学就有点远了，还是买
辆车接送起来比较方便。”孟先生说。

刚逛了两家展区，孟先生一打眼，看到
表哥也在不远的展区看车，这份“不约而
同”让他十分惊奇。他赶忙走到表哥跟前和
他聊了起来。

孟先生的表哥告诉记者：“我现在开得
车有好几年了，一直想再换一辆，这两天看
到齐鲁晚报后知道这里有车展，就过来看
看了，真巧还能碰到表弟。”

孟先生说，他会先陪表哥看看车，再
让表哥给他“长一下眼”，商量一下买什么
款式的车。“毕竟车是大物件，多个人多份
主意。表哥也有经验。”孟先生说。

本报记者 化玉军

逛车展巧遇
表哥也买车

格现场花絮

 7 日上午，有购车意向的市民和销售人员
交流。

车展不少车打出了特价的招牌。

格香车美女

8 日夜幕降临，随着 30 余参展商的百余

辆汽车缓缓开出莒县文心广场，本报 2012

莒县春季车展落幕。“一站式”购车引爆莒县

车市，车展买车越来越成为市民的选择。

本报大型建材抢购会真给力

厂家齐承诺 全年最低价
本报 4 月 8 日讯(记者 化玉军) 离齐

鲁晚报主办、日照三乐文化传媒公司承办、
领袖家居联盟旗下十佳建材企业参与的日
照首届大型建材抢购会还有一周，邀请函也
已经卖出近四百张。为让消费者了解能所享
受的优惠，本报采访了其中五位建材厂家的
老总，让他们来讲述此次抢购会，厂家会带
来怎样的低价。

在此次活动中，各厂家负责人均表示，
此次活动将推出有史以来的最低价。皮阿诺
橱柜厂家负责人马总介绍，皮阿诺橱柜选择
和其他九家知名建材企业联手搞团购会，主
要是想通过媒体、各大厂商联合让利，以低
价格，高品质形式让顾客真正获利。“像这样
的活动因为价格比较低，我们只会在个别地
方做，不会全国推广，日照的消费者可谓得
到了大实惠。”他说。

“这次低价销售，一定是全年的最低价，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想让客户去体验、去感受
我们的产品质量，以便未来进一步开拓日照
市场，这也是为了回馈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所

作出的决定。”好莱客衣柜厂家负责人廖总
说。

“我们在抢购会现场会给出一个非常低
的价格，而消费者能不能拿到更低的价格，
还要看消费者能不能配合魅力团长来向我
们砍价，消费者掌握着主动权。”欧神诺陶瓷
厂家负责人葛经理笑着说。

“这次活动，比我们 3 . 15 期间活动优
惠力度更大，今天我们在泰安举办了抢购
会，在现场下订单的就有数十单，有意向
的也不少，有的客户直接和我们说，‘你们
这次可是大出血’。”德国玛堡壁纸厂家负
责人张经理说。

和成卫浴的厂家负责人张总也告诉记
者，厂家会拿出最大的支持力度，来支持日
照此次的抢购会。

据介绍，此次亮相的建材品牌分别是好
莱客衣柜、雅美居布艺、和成卫浴、德国玛堡
壁纸、生活家巴洛克地板、友邦集成吊顶、皮
阿诺橱柜、欧神诺陶瓷、慕思寝具、TATA

木门。

安利纽崔莱动力新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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