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毛泽泽东东座座驾驾开开到到车车展展现现场场
本次秋季车展充满“红色”味道，今天到国际博览中心看车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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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雪丽

同样的秋天，同样的烟台
秋季国际车展，但难得一遇的
场景，不一样的视觉盛宴等着
你。第11届烟台国际汽车工业
展览会将于2015年9月10-14日
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抗战胜
利70周年，本次车展可谓“红色
革命”味道十足，除了美女豪车
和特价优惠之外，还特设有军
事展厅，活动多多。

红色军事展厅亮相，领

袖座驾首现港城

9日下午，在国际博览中
心，各大汽车4S店商家在紧张
地忙碌，排队等待进馆。10日上
午8点半，第11届烟台国际汽车
工业展览会将在此盛大开幕，
相比往届车展，本次展会可谓
亮点多多，包你大饱眼福。

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抗战
胜利70周年，为庆祝这一伟大
时刻，烟台国际车展组委会
在 C 馆 内 设 立 红 色 主 题 展
厅——— 军事展厅，T-9 9主战
坦克、歼- 1 5战斗机、神州火
箭、高射炮、狙击步、冲锋枪、
手枪等模型均以1 :1比例呈现
在市民眼前。

模型看得不过瘾不要紧，
烟台国际车展组委会花巨资
租借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
刘邓大军的指挥车，三辆老爷
车 分 别 为 毛 泽 东 座 驾 吉 斯
1 1 5 、周 恩 来 检 阅 车 上 海
SH761、刘邓大军指挥车威利
斯，让市民可以近距离欣赏伟
人们乘坐过、指挥过的汽车，
带领市民回忆那战火纷飞的
年代。

688万兰博基尼大牛到

场，还有新车首次亮相

豪车作为车展的一大亮
点，也是市民最感兴趣的焦点，
今年的车展上，豪车馆依然不

负所望，688万兰博基尼大牛、
保时捷、迈凯伦、宾利、路虎揽
胜、奔驰、宝马等超豪华车都在
展馆亮相。

不仅如此，现场还有超
级跑车、两开门丰田霸道等
争光夺彩，想感受豪车贵族
气息，跑车动感旋律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值得一提的
是，本次展会，全新的捷豹XE

将在车展期间首次亮相，售
价39 . 8万元起，订购其他指定
特价车型，享最高优惠。东风
风行车展价格开放，S 5 0 0交
5 0 0抵 5 0 0 0元，再享 6 0%收益
金，一边买车一边赚钱，这简
直爽爆了。

买特价车就到A馆，购

门票可抽汽车大奖

为了百姓享受更多实惠，
买到质优价廉的汽车，本次车
展在A馆再次设立特价车专
区。经销商将店内一些车型以
特价车的形式在馆内销售。价
格更低，品质却不减。想要在车
展现场“淘车”的市民千万不要
错过。

此外，前去观展的市民购
门票就有机会抽取大奖，买票
后千万别忘了刮开背后的中奖
区域。特等奖为荣威360一台，
逛车展就有可能中奖。另外，一

等奖为价值20000元安全等级
高达20倍的以色列酷思迪车身
超级安全膜一套；二等奖为价
值15000元安全等级为10倍的
以色列酷思迪车身顶级安全膜
一套；三等奖为价值3200元威
固常规全车高隔热太阳膜一
套。另外，还有众多纪念奖等你
拿。

烟台市汽车商会将在9月
车展举办第三届烟台国际车展
大学生模特大赛，以此丰富车
展内容，寻找车展模特新面孔，
增加新鲜的血液与活力。此外，
还有“礼让行人活动”“寻找烟
台好司机”“酷爸萌宝”等精彩
活动。

只只要要3300元元，，黄黄皮皮无无花花果果管管够够吃吃
本报无花果采摘郊游活动周末继续，报名电话15564521443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马
杰) 又到周末，本报组织的无
花果采摘郊游活动继续进行。
只需30元，就能和家人朋友一
起上山踏秋游玩，尽情品尝好
吃的黄皮无花果，享受充满“野
趣”的假期……心动吗？那就拨
打电话15564521443报名吧。

9月3日-5日，本报组织了
无花果采摘郊游活动，吸引了
八十余名市民参与，不少市民
表示意犹未尽，还想继续参加。
为了满足市民需求，本报与果

园工作人员决定继续推出无花
果采摘游活动，让市民可以吃
到美味卫生的无花果，度过轻
松快乐的周末。

采摘游的活动地点是位于
开发区将山上的一处300亩的
无花果园，园内种植的是黄皮
无花果，品种为“布兰瑞克”，俗
称“香蕉无花果”，果顶不开裂，
不会爬进小虫子，食用起来更
干净，味甜而芳香，涩味少、不
上火。

将山风景优美，空气清新，

参与者可以与家人一起踏秋赏
景，远望青山，近观绿树，爬山
爬累了就在草坪上席地而坐，
看书打牌皆可，饿了就随手从
身边的果树上摘下熟透的无花
果来吃，还可以带食物来野餐，
工作人员会为大家提供饮用
水。

参与者入园后可免费品
尝，当您结束一天的采摘郊游
时，果园将赠送每位参与者一
斤无花果。如果您想购买无花
果，可享受5元/斤的价格，优于

市场价格，好吃不贵。
活动地点：开发区将山无

花果园
活动时间：9月12日、13日
活动费用：成人30元/人，

身高1 . 2米以下儿童免费。购买
带走的无花果为5元/斤。

集合地点：开发区北京南
路与广州路交会处中国移动营
业厅。有工作人员等候，带领参
与者进山。参与方式：自驾前
往。电话报名：15564521443(马
女士)

女女子子患患罕罕见见家家族族病病，，结结肠肠内内生生11000000余余息息肉肉
烟台山医院用腹腔镜微创将息肉成功摘除

本报9月9日讯 (通讯员
叶杏 张国杰 记者 孔雨
童) 日前，海阳的郭女士患罕
见的家族性结肠息肉病，结肠
内生长了1000余息肉，并发生
了癌变，烟台山医院普外科万
勇主任带领医疗团队采用腹腔
镜微创技术成功为她进行了手
术。7日，郭女士康复出院。

据介绍，家族性结肠息肉
病，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性疾病。患者郭女士今年45岁，
发现患结肠息肉病3年，此前，
她家中父亲、叔叔、弟弟三位亲
人患上此病，并离开人世。她在
3年前也发现患有此病，当时医
生曾劝其手术，但郭女士因家
庭困难没有进行治疗。

“此项手术的成功完成，标
志着烟台在家族性结肠息肉病
的治疗上完成了国际接轨。”烟
台山医院普外科主任万勇介

绍，此次手术中采用腹腔镜微
创手术，只在患者腹部切开了4

个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孔和6厘
米左右的辅助口。“传统手术需
要切开30多厘米的刀口，这样，
就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加
快伤口愈合，而且降低了术后
粘连等并发症。”万勇说。

在手术中，万勇创新性地
采用低位吻合缝合技术和术
后吻合口愈合的保障体系，分

两期手术，没有造瘘，腹腔镜
下全结肠直肠切除术、回肠

“J”型储袋、肛管吻合术一次
完成，大大降低了患者的医疗
费用”。此次手术历时三个半
小时，切除长达150厘米的结
肠，和上千颗结肠息肉。郭女
士在8月19号开展手术后，手
术非常成功，而且癌变属于早
期，手术效果非常好，已于昨
天出院。

周末，体育场附近

部分道路交通管制

本报9月9日讯(通讯员 全福
先媛 记者 柳斌) 记者从市

交警一大队了解到，9月12—13日
(8:30-20:00)在芝罘区人民体育馆将
举办“烟台体育产业展示交流会”，
交警将通过合理规划利用周边停
车场及道路，采取禁行、单行或对
芝罘区人民体育场周边的辛庄街、
福莱里、向阳街进行临时交通管
制，届时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

林西线(金村—莱源路段)

9日大修完工通车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迟恒) 9日一早，林西

线(金村—莱源路段)大修路段全
部完工通车。

“全幅施工期间，给沿线居民
及过往行人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也
尽可能加快施工进度，加班加点，
将影响降到最低。”工作人员介绍，
这次采用了麦克改性沥青，这种材
料高温稳定性好，抗车辙能力强，
可有效提高路面的使用年限。

▲688万兰博基尼大牛到场。 本
报记者 赵金阳 摄

9日下午，车模在现场排练。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清水河大桥左半幅

即日起完工通车

本报9月9日讯(通讯员 刘文
杰 姜彦汝 记者 赵金阳 )

“清水河大桥通车了，像我们这种
大客车终于不用再绕路了，现在从
烟台到莱阳可以省半个小时。”采
访中，莱阳至烟台的客车司机高兴
地说道。昨日，记者从莱阳公路局
获悉，清水河大桥工程即日起左半
幅实现完工通车。据清水河大桥项
目负责人介绍，左半幅桥梁施工期
间，为保证右半幅桥梁的安全通
行，采取限高2 . 8米，限重10t的交通
组织方案，左半幅通车后，将不再
限制，但因半幅通行，过往车辆仍
需减速慢行。

蓬莱农业高新技术

创业孵化基地揭牌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蒋大伟)
8日，蓬莱市首个农业高新技术

创业孵化基地揭牌仪式在农高区
举行。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洪流下，蓬莱市创业孵化基
地的建成，将会使更多人的创业
激情落地开花，使蓬莱市真正成
为人间仙境、创业乐土。

目前，已有在孵企业23家，在
谈入孵项目11个，配套设施日趋完
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在下步工
作中，基地将立足自身职能，强化
服务意识，积极为创业者提供创
业孵化指导与服务，为小微企业
提供最利于存活、发展、壮大的服
务环境和空间环境。努力把创业
孵化基地建设成为烟台市级乃至
省级创业企业的孵化基地、创新
人才的培养基地、高科技产品研
发基地、高科技成果推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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