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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阁领跑中高级轿车销量
在夺得中高级车市 1-7

月销量冠军后，广汽本田雅

阁再下一城，截止 9 月底，雅

阁今年累计销售已经突破
12 . 4 万辆，再一次从激烈的

竞争中脱颖而出。

中高级车市的竞争由
来已久，上市以来，第八代

雅阁以独特的魅力始终赢
得市场的青睐。在新旧车型

更迭不断的当下，强大的口

碑无疑是产品保持长盛不
衰的法宝。口碑是一种认

可，更是一种无条件的信

赖。

雅阁的口碑来源于一

直始终领先的技术、品质

和服务水准。雅阁领先的 i

-VTEC 发动机、VGR 可

变速比转向系统、六位一
体的安全系统，让用户能

够切身感受到汽车技术的

进步；雅阁严谨的造车理

念和品质保障体系，让用
户时刻感受的安心的用车

体验；雅阁不断升级的服
务 标 准 ，连 续 两 年 在
J.D.Power 的顾客满意度调

研中名列前茅，让用户毫
无用车的后顾之忧。雅阁，

总能够在用户最关心的地

方给与用户满意的答复，

并不断超越用户的期待。

一直以来，广汽本田坚

持“有质量的发展”，并不一
味追求销量，而是不断提升

产品的品质水平和顾客满

意度，累计用户的肯定和信

赖。销量稳居鳌头，是雅阁

品牌魅力的有力证明，也是

消费者的信赖与肯定不断

累计后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面临中国车市的持续增长，

广汽本田表示，今后将更坚

持不断为用户提供更优的

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并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社

会期待存在的企业。

全新 RE I Z 锐志共设
2 . 5L 和 3 . 0L 两种排量、7 个

级别、6 种车身颜色，价格区

间为 20 . 98 万元至 32 . 68 万

元 。其 中 ，两 款 主 力 车 型

2 . 5V 风度菁英版和 2 . 5V 风
尚菁英版，厂家建议零售价

为 22 . 98 万元和 25 . 98 万元。

彰显无疑的竞争力，已然强

力冲击中高级汽车市场现有

格局。

本着“客户安全第一”的

原则，一汽丰田对全新 REIZ

锐志的安全性能进行了全面

提升。主动安全方面加装预

碰撞安全系统、自适应雷达

巡航控制系统、倒车影像显
示系统和车侧影像显示系统

等领先配置，在预防事故发

生方面有了很大提高。被动

安全装备方面，全新 REIZ 锐

志采用 TOYOTA 独有的
GOA 车身设计，配备预紧限

力式安全带、主动式头枕以
及 9 个 SRS 空气囊，为驾乘
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全新 REIZ 锐志通过赋

予起伏变化的车门截面、行

李箱周边、前后轮眉等设计，

表现出活力与感染力兼具的

外观设计魅力。其中，风尚版

车型更是增加运动包围设

计，采用 18 英寸铝合金轮毂

和 235/45R18 轮胎，极具时
尚与活力。在色彩视觉效果

上，全新 REIZ 锐志在保留上

一代车型颇受欢迎的银金属

色、宝石珍珠白色、黑色、深

红云母金属色和深蓝云母色

的基础上，又新增冰钛金属

色，6 种车身颜色为消费者
提供了更多时尚选择。此外，

全新 REIZ 锐志新增方向盘

换档拨片和多种行驶模式，

实现了绝佳的动感操控乐

趣。同时，全新 REIZ 锐志通

过对核心部件优化改善，将

推荐使用油品标号由 97#降

至 93#，全面提升燃油经济

性。

全新 REIZ 锐志将在拥

有 TOYOTA 全球品质的天

津一汽丰田泰达工厂、与旗
舰车型 CROWN 皇冠共线生

产，不仅保证全新 REIZ 锐志

的制造品质，更彰显其与生

俱来的高级感。

全新 REIZ 锐志震撼上市

34 岁的王小姐，近三年来反复出现口

腔溃疡，几乎每个月都要发作 1 ～ 2

次。虽然频繁发作，但是工作繁忙的王小

姐一直认为口腔溃疡是个小毛病，所以一

直都按单纯的口腔溃疡进行治疗，直到前

几天，王小姐抽空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

查，才发现自己原来得了“白塞氏病综合

征”，而且有口腔白斑(口腔癌前病变)的

临床特征。专家提醒，怀疑自己的口腔溃

疡“不寻常”的患者，应及时到齐鲁中医

药研究院泉城医院就诊。

齐鲁中医药研究院泉城医院是国家重

点中医药科研基地之一，自 1986 年起，组

成了以国内知名专家靳成荷教授为首的专

家队伍，根据口腔溃疡、扁平苔癣、白塞

氏病的发病机理，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

中，精选出几十位名贵中草药，研制出新

型纯中药口疮败毒胶囊，该药以可喜的治

疗效果获国家药品监督局的认可并获准上

市。口疮败毒胶囊截止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治愈患者已突破 41098 例，已让众多

患者重拾信心，恢复健康幸福生活。口疮

败毒胶囊在对治疗口臭、复发性口腔溃

疡、扁平苔藓、白塞氏病等急慢性口腔粘

膜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

省医保定点单位 新农合定点单位

贷款 50 万元 20 年偿还，月供仅增加 58 元

加息对东营楼市影响不大
自 2010 年 10 月 20 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上调 0 . 25 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2 . 25% 提高到 2 . 5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 0 . 25 个百

分点，由现行的 5 . 31% 提高到 5 . 56%；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相应调整。20 日，就这

次利率上调对东营房产市场产生的影响，记者采访了房地产开发商、部分市民和经济学专家。

万元存一年利息才多 25元

存款利率上调

市民反应平淡

本报 10 月 20 日讯 (见习记者

张大宁 郑美芹 郝文杰) 10 月 20

日，记者走访东营市多家银行了解到，

大多数市民对于此次调息并不“感冒”。

20 日，记者在胶州路工商银行营

业厅了解到，因为这次调息而办理转存

业务的市民较少。正在银行办理业务的

一市民说：“这次调息幅度不大，一年的

利率才上涨了 0 . 25%，一万元一年也才

涨 25 元。”不少市民持有同样的看法，

利率上调幅度不大，而且调息也不稳
定，重新存比较麻烦。

中国农业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调息第一天市民反应不大，只有

几个市民前来办理了转存业务。这位工

作人员说：“这次调得不多，1000 元存

一年才多 2 . 5 元，年轻人大都不在乎，

可能老年人会来办转存。”今天有位老

大爷来办转存业务，他昨天刚存了
70000 元钱，今天知道加息后，就把钱取

出来重新存了。

记者走访了东营市的多家银行了

解到，银行加息的第一天市民反应不
大，只有个别年龄大的人办理了转存业

务。

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办

公室主任岳云峰告诉记者，此次人民

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幅度不大，对

市民生活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此次调

整更重要的是释放了一个国家宏观

调控的信息，现在物价涨得厉害，

此次利率调整将降低通货膨胀

的风险。

市民>> 有人持观望态度，有人想尽快下手

奥园销售经理李雪梅认为，东

营的房产市场还是依靠刚性需求

在支撑的，对于首次购房者，不会

因为利率上调一些就不买房。

天昊梅园的刘韦华给购房者

算了一笔账：如果市民从银行贷款
50 万元买房，分 20 年偿还的话，以

前每个月需要还款 3565 元，20 年

总共需要偿还利息约 355569 元。调

息后，每个月需要偿还约 3623 元，

总共需要偿还约 369437 元利息，一

共多支出约 13869 元。

金辰地产销售经理陈月花告

诉记者，这次上调利率对开发商影

响要大一些，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财
务成本就会增加，开发商的投资成
本必然要增多。在东营，买房还是一

项比较普遍的投资方式，上调利率

可能会打击到这种投资的可操作
性，限制那些资金实力不强、还款能

力有限的购房者的置业需求。

开发商>> 加息会增加投资成本

记者采访时发现，贷款利率的

上调，让部分打算近期买房的人持
观望态度，但打算提前还贷的市民

并不多。

“80 后”的马宁属于买婚房一

族，最近在东城一家楼盘看中了

一套期房，正考虑下手。近期房产
调控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让他有些

发蒙，首付款提高，利率折扣的减
少，都让他颇为苦闷。现在又要加
息，到底这房子现在要不要买？之

后房价会不会降？这让他感到左

右为难。记者了解到，像马宁这种

因为利率上调而担心不能负担每

月还款额度的人不在少数。已经

买房的市民郝文对利率上调的反

应是：“我每个月又要多还好几十
块钱了。”

市民刘女士刚刚存够了二套

房首付，她决定尽快下手买房，刘

女士对记者说：“利率这次调得较

少，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上调，

万一继续上调，再买怕就付不起
了。”

专家>> 调息对东营影响不会太大

中国石油大学经济学专家何

松彪分析说，就东营的现实情况来

看，刚性需求是购房主力军。影响
居民购房的因素除了贷款外，人生

大事、工作学习需要等占更重要的

比例，所以，这次小幅度调整，打击

不到刚性需求。可以预见，这次调

控对房产市场会有一定冲击，但是

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大，总体来说，

不会有很大影响。

本报记者

秦国玲 见习

记者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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