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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狂欢月

购车有礼享不停
在“金九银十”的

销售旺季，天津一汽
推出了“金秋狂欢
购车有礼”的优惠活
动，让你动动手指，就
能拿到实惠的价格！

礼包惊喜：线上
购券 线下买车就送
千元礼包

即日起至9月30
日，登录天津一汽天
猫商城，拍下499元代
金券(499元抵车款)；
或登录一汽商城，拍
下99元代金券(99元抵
车款)，线下购买骏派
A70、骏派D60全系车
型均可享1000元礼包。

现金诱惑：手指
一动 500元购车基
金轻松入账

即日起至9月30
日，登录易车或京东
平台，线上拍下99元
优惠券(99元退还用
户 )，线下购买骏派
A70、骏派D60全系车
型，可抵500元实际购
车款。

“金秋狂欢 购
车有礼”的优惠活动
已经开始，又买车需
求的小伙伴可以抓紧
时间，拿起手机代金
券刷起来，惊喜福利
带回家！

东南DX3再获国际认证

成首个入围“Altair Enlighten Award”整车类大奖提名的中国汽车品牌

近日，东南汽车作为唯
一的中国品牌与阿斯顿.马
丁、菲亚特.克莱斯勒、本田
汽车等国际汽车品牌一同
入围了Alta i r Enl ighten
Award (澳汰尔轻量化大
奖)2017年度整车大奖提名，
这是国际汽车行业内首个
且唯一一个专为表彰在车
辆轻量化方面的创新而创
立的奖项，同时这也是该奖
项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汽
车品牌入围最具分量的整
车类奖项。

此次东南汽车DX3轻量
化设计方案从全球近百件报
名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入
围全球车辆轻量化创新技术

最具分量奖项的角逐，充分
说明东南DX3在车型轻量化
方面的性能水准，受到了国
际专业领域的认可，东南汽
车在整车开发方面的科技创
新实力，也因此得到了有力
背书。

在轻量化研发方面，东
南DX3运用了东南汽车最先
进的科技成果，在整车开发
过程中，大量运用先进计算
机辅助手段，通过结构优化
算法及DOE分析，对DX3进行
了上百次的整车强度、耐撞
性、NVH等工况迭代校核，将
整车冗余质量降低与性能优
化完美结合。通过大量使用
高强度钢材及拼焊工艺，在

保证最优安全性能的情况下
降低车身冗余质量，使DX3
在保证极高的主被动安全性
能、强度耐久等性能同时，燃
油经济性及操纵稳定性提升
明显。东南汽车研究院通过
使用创新的径向基神经网络
算法，使得DX3车型轻量化
系数达到3 .9，跻身主流合资
车型轻量化的性能水准。

凭借旗下得意之作东南
DX3，东南汽车成为首个入
围Altair Enlighten Award中最
具分量整车类奖项的中国汽
车品牌，不仅代表了世界汽
车工业对中国汽车设计制造
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的认可，
亦是对东南汽车坚持原创设

计、自主创新理念的最好鼓
舞。作为正在加速成长的中
国汽车品牌，东南汽车成立
22年来，始终坚持“品致一生

缘起东南”的品牌信念，对
产品的研发、测试、生产标准
等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把
控。早在2013年，东南汽车就
荣获三菱汽车全球整车制造
工厂合资公司组第一名的佳
绩，并于同年获得了工信部
唯一的乘用车质量标杆企业
称号，其生产水平和品质管
控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此
次入围国际重量级创新奖
项，也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
国品牌逐渐强大的自主研发
实力和品牌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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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滨滨海海新新城城，，有有大大站站快快线线KK77了了
运行区间为市立第二医院-市委党校(市职业中专)，班次间隔30-50分钟

本报威海9月11日讯(记者
冯琳) 每一次大站快线的

开通，都会为市民尤其是学生
党和上班族带来福音。10日，大
站快线K7线开通更是喜事一
桩，该线填补了东部滨海新城
线的空白，连起了老市区与新
城。

该线路由市立第二医院至
市委党校(市职业中专)，途经新
威路、宝泉路、海滨路、华夏路、

青岛路、齐鲁大道、成大路、省
道302、滨海大道等主要路段。
沿途设置市立第二医院、威高
广场(华联)、幸福公园、国际商
务大厦、梦海小区、威海公园
(科技馆)、市劳动保障局、银镝
服装、皇冠小区、世纪大厦、火
(汽)车站、齐鲁小商品、老集、北
虎口、庙口、耩东、渠崖、新城中
心站(爱于庄)、逍遥湖社区(鲍
家)、档案中心(屯侯家)、盐滩、

夏庄、泊于、蒲湾、市职业中专、
市委党校等26个站点。

线路营运里程35公里，威
海公交集团投入 6辆 1 0 . 5米
LNG气电混合空调车运营。首
班车发车时间为：市立第二医
院6：30，市委党校(市职业中专)
6：30；末班车发车时间为：市立
第二医院18：00，市委党校(市职
业中专)18：00，班次间隔时间为
30-50分钟。

本报威海9月11日讯(记者
林丹丹) 近日，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抽检小饭桌、幼儿
园食堂食品安全，抽取食用农
产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蔬菜
制品、粮食加工品、水产制品、
调味品、糕点等7类食品31批
次，全部合格。

此次抽检涉及环翠区鲸
园实验幼儿园、高区金色阳光
幼儿园、经区二轻阳光幼儿

园、高区蓝天小饭桌等多个小
饭桌、幼儿园食堂食品。

抽检的使用农产品包括
结球甘蓝、西红柿、生猪肉、鲜
鸡蛋、虾(海水)等；淀粉及淀粉
制品包括红薯粉条、龙口粉丝
等；糕点是红豆馅；调味品包
括味极鲜酱油、四海酱油、清
香米醋等；粮食加工品是小麦
粉；蔬菜制品是银耳；水产制
品是紫菜。

幼儿园小饭桌

食卫抽检31批次都合格

本报威海9月11日讯(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梁冰) 4

从市住建局了解到，省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联席会议
办公室近日下发通报，威海5
区市达到全省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全覆盖认定标准并通
过验收。

土茅坑变成了坐便器，水
泥地安上了白瓷砖，新型无害
化厕所为村民们生活带来了

不小变化。省验收组对威海5
区市抽查的农户无害化卫生
厕所覆盖率分别为，环翠区
1 0 0%、荣成市 9 8 . 6 2%、高区
9 9 . 1 2%、经区 1 0 0%、临港区
99 . 42%，在全省21个县(市、区)
中包揽前5名。

截至目前，文登、乳山已
提前完成2017年改厕任务。到
2018年，威海将实现市域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

5区市农村无害化厕所

合格率包揽全省前五名

献爱心
9月11日上午，威海市2017年“慈心一日捐”活动启动，威建

集团等8家爱心单位现场举牌捐赠862万元。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通讯员 曲研

一张假转账截图骗走学生1000元
朋友的QQ号被盗，他中招了

本报威海9月11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宋超)

眼下，大学生陆续开学，网络电
信诈骗也开始“抬头”。崮山镇
学生小杜接到“QQ好友”请求
帮忙转账，对方发来一张网上
银行转账记录截屏，小杜在未
收到短信提醒情况下，先将

1000元转给了他人，对方随即
把他拉黑。经打听，小杜得知

“好友”的QQ号被盗。
10日下午，崮山镇男孩小

杜收到QQ好友“小雪”发来的
消息，“小雪”称自己的微信钱
包无法转账，请求小杜帮忙转
点钱给她的朋友。“小雪”表示

会先把钱转到小杜的银行账
户，再由小杜转给朋友。小杜欣
然答应，并把自己的银行账户
给了“小雪”。

很快，“小雪”通过QQ发来
一张网上银行转账记录截屏，显
示她已向小杜的银行账户转入
1000元。小杜查看了手机，发现

并未收到银行交易短信。“小雪”
解释，转账信息会有一定延迟，
自己的朋友急需这1000元，催促
小杜救急。“小雪”是自己的朋
友，小杜不好意思拒绝，添加了
对方提供的微信号为好友并转
账1000元。

直到当天晚上9时，小杜

仍未接收到银行交易短信，
再查看QQ好友，发现“小雪”
已把自己拉进了黑名单。意
识到事情蹊跷，小杜询问几
个共同朋友才得知“小雪”的
QQ被盗了。小杜赶紧向崮山
边防派出所报警。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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