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风行行菱菱智智 荣荣耀耀与与激激情情共共享享
作为国内畅销的公商务

车型，东风风行菱智深挖公
商务车细分市场需求 1 2年，
不仅赢得了公商务人士的广
泛认可，更成为政府公商务
车采购首选品牌。2013年东风
风行菱智取得同比5 1 . 4%的
增幅，以110112辆的成绩将公
商务车年销量首次推至10万
以上量级，连续2年以自主商
务第一车的气势稳居公商务
车市场NO. 1；同时，2013年东
风风行菱智先后斩获“中国
汽车工业60年最具市场贡献
车型”、“年度畅销MPV”等各
大权威奖项。

马年伊始，以“一马当先
荣耀共享”为主题的风行菱

智全能商务车荣誉共享会将
于2月份在泰安博发旗舰店正
式启动。此活动通过现场展示
菱智的辉煌业绩，再次凸显菱
智在细分市场的精准定位，以
及“MPV制造专家”的金牌口
碑。另外，在活动现场，还会对
菱智的忠实用户进行抽奖，并
设置了丰厚的奖品，还设置有
精彩刺激的“荣誉转盘”、“荣
誉金争夺赛”等互动环节，现
场嘉宾享受欢乐惊喜之余，还
能赢取大幅购车优惠和精美
时尚礼品。此外，还有到店礼、

参与礼、购车礼、以老带新礼
等多种奖励；用户还能分享冬
季车辆的使用与养护常识，提
升出行安全。

面对商业变革大潮下兴
起的新一代公商务精英用车
需求，东风风行推出全新升级
的2014款菱智。它在传承菱智
全能公商务优秀基因的基础
上，将新商务时代智慧理念融
入到产品全能设计中，进行了
外观、内饰、操控、配置四大方
面的升级，实现豪华性、商务
性、舒适性三大提升，满足了
各级公商务用户群的用车需
求，符合他们的气质格调身

份。2014款菱智同那些为梦想
而不断改变，在新商务时代下
努力打拼的中小企业主们一
道，用智慧的方法与他们一同
经营事业和梦想，深度契合新
商务人群“小投入，大产出”的
商务智慧，开启崭新的智慧商
务时代。2014款菱智上市后深
受新时代公商务精英喜爱，全
国热销。

东风风行是公商务车领
域国内最早实施全系车型整
车5年/10万公里超长质保服
务的品牌，为国内公商务车
市 场 树 立 了 售 后 服 务 新 标
杆。

全新捷达采用大众家族最
新设计理念，整体造型俊朗大
气，动感十足，前脸X型线条设
计，底部向外扩张，彰显稳重、
坚毅经典的肩部曲线搭配极具
张力的腰线，使整车更显修长，
熏黑前大灯、飞梭式立体尾灯
定义了全新捷达优雅、动感的
特性;全新捷达搭载的大众在中
国新推出的EA211发动机他配
有1 . 4和1 . 6L两个排量均采排气
VTT技术，而且使用全铝缸体
高度集成化设计，实现发动机
体积小，重量更轻，油耗更低。

全新捷达车身50%以上采

用高强度钢板，超高强度钢板
及热成型钢板，侧围框架加强
件抗拉强度是普通钢材的4-5

倍，采用激光焊接技术，提高整
车刚度又减轻了车身重量，为
您铸造安全驾乘空间。

仁博一汽大众主营：CC、
迈腾、速腾、高尔夫、宝来、捷达
这六款车型。2月21日 全新捷
达专场特卖会，为您和您心爱
的全新捷达牵线，让您超实惠
拥有全新捷达，爱“他”就把

“他”带回家。全新捷达与您相
约2月21日，全新捷达成就理想
的选择

2月14日，东风日产正式宣布新
阳光上市。作为2014年马年春节后
上市的首款重量级新车，新阳光共
推出三大级别7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7 . 98万元-11 . 28万元。记者从东风日
产泰安嘉信汽贸了解到，2月23日
(本周日)将举办新阳光品鉴会.

外观档次升级——— 全新家族式
前格栅的前脸，采取倒梯形设计，相
比旧款尺寸更大，搭配更富个性的
犀利鹰式前大灯，更加饱满大气 .

内饰品质升级——— 融入最新一
代Modern Living内饰设计，时尚、
简约。

安全全面升级——— 采用了加强
型Zone Body区域车身撞击缓冲结
构，配合安全舱组合设计及一系列
先进主动安全系统，带来五星级的
安全保护。

节能效率升级——— 搭载同级独
有 的“ 燃 油 双 喷 发 动 机 ”+

“XTRONIC CVT变速箱”的黄金动
力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82千瓦，最
大扭矩139牛米，二者的合理搭配让
百公里5 . 6L的省心超低油耗不在话
下。

2月14日至4月30日，消费者购
买新阳光更可获赠同级车独有的价
值6000元的“手机智能互联系统”和

“倒车可视系统”。而新阳光则成为
首款8万元以下的1 . 5L入门级中级
车，匹配超值装备和增值服务，势必
带来中级车市场的新一波“震荡”。

泰安仁博一汽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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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车价值战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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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泰安民政部门降低准入门槛，社会组织登记数量增长快

资资金金不不足足先先备备案案发发展展起起来来再再注注册册

登记不需找挂靠单位

公益组织领身份证

“目前，泰安市登记备案的
社会组织有6047个，一万泰安市
民中拥有社会组织11个，登记数
量比往年同期增长60%以上。”20

日，泰山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

工作人员介绍，社会组织数
量的猛增和登记门槛降低有着
直接关系，以前很多社会组织一
直无法“转正”。

泰安小荷公益由街道机关
干部、企业经理、工人、个体工
商业户等社会爱心人士组成，
发起于2010下半年，目前有会员
500余人，先后为近5500个困难
家庭、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送
去温暖。会长荷西梅说，从2010

下半年开始，她便琢磨着正式
注册，到相关部门一打听才知
道，需先获得所在行业主管部
门的审批，才能到民政部门登
记，即“双重管理”体制。“业务
主管部门起着业务监督和指导
的作用，由于对口的指导单位
对社会人不了解，加上对组织
发展方向和思路不能完全掌
控 ，所 以 一 直 找 不 到 指 导 单
位。”小荷公益会长荷西梅说：

“说白了，就是‘婆家’不好找。
不仅仅是我们，很多社会组织
都是如此，因为找不到挂靠单

位，长期处于无证状态。
2011年中旬，转机出现了，部

分领域打破“双重”管理体制，取
消社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前置
审批。荷西梅直接去民政局申
请，很快就在民政局注册了。

注册成功后，每位志愿者都
配发了马甲。“注册后就像有了
身份证，得到的是志愿者和受助
方及合作方的信任，这是此前没
有的。”荷西梅说。

经了解，以前泰城不少社会
组织处境尴尬，因为找不到业务
主管部门，从而申请不能通过，
组织成立不起来，没有“身份”，
工作也没办法开展。现在社会组
织可以直接登记，泰安小荷公益
是政策出台后第一个享受到的
组织。

“目前市本级实现社会组织
总量706个，同期增长率达到70%

以上。”泰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介绍。

“准生”门槛降低

1000元就能注册

降低门槛不仅表现在取消
业务主管前置审批，还表现为降
低了等级准入门槛。例如现在社
区社团人数或单位会员由30名
降至15名，注册资金由不低于3

万元降至不低于1000元。
经了解，目前社区类社会

组织有400多家，这些机构长期

为社区居民提供咨询等各方面
服务。而之前由于等级准入门
槛较高，有些社区组织没能登
记，也得不到专业的指导和政
府引导。现在社会组织只要有
规范的名称、健全的章程、相应
的组织机构和与业务活动相适
应的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即
可办理登记和备案手续。

大桥社区和事佬温馨服务
站建立于2011年年底，服务站由
大桥社区居民组成，由资格老，
有威信的老人带头参与，调解邻
里和家庭纠纷，并有律师进驻为
居民提供免费咨询。

“现在登记准入门槛降低
了，衍生出很多城乡社区类社会
组织。大桥社区和事佬温馨服务
站组册登记后，为社区居民提供

了不少方便。有的家庭子女平时
不在家，老人生病了，花园社区
老年牵手互助会的人就去照顾
他们打针。”互助会工作人员说，

“之前登记资金要30000元，我们
望而却步，现在注册只要1000元。
注册了不但有了身份，还有了政
府的专业指导。”

资金人员不足先备案

发展起来再注册

泰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社会组织存在形式更加
灵活，组织可以先备案优先发
展，再正式申请登记。

季玲音乐吧就是先备案还
没有正式登记的。季玲是80多岁
的老人，爱好音乐。通过音乐他

认识了不少同龄人，这些老人没
事就在一起。虽然群体小，但是
老人们很喜欢这个音乐圈子。后
来，泰山区民政局帮助老人成立
了季岭音乐吧并备案。

“假如一个组织受资金、人
员等影响无法登记，可以备案后
先开展工作，然后再进行登记。”
泰山区民间组织局局长张琳说。
据了解，由于社会组织注册容易
了，去年公益类、科技类、教育
类、文化类等社会组织发展很
快。

“泰城对社会组织的创新有
很多，其中创建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就是很大的亮点，首先是给社
会组织提供了办公场所，宽松的
为社会组织服务。”泰山区民间
组织局局长张琳说。

目前全市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有6047个，民政部门介
绍，2011年以来全市部分社会组织审批不用找挂靠单位，更
多社会组织注册成立。并且现在社会组织存在形式更加灵
活，组织可以先备案优先发展，再正式申请登记。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胡阳

申请社会组织所需材料也简化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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