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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月 1 日起，为了回馈广

大用户，英伦品牌启动了“英伦强

势出击，万元震撼钜惠”的大型促

销活动，旗下的英伦 SC7 系(海
景)、金刚、金刚二代、金鹰、金鹰
CROSS 五款车型恢弘钜惠，在原

价的基础上直降万元，目前，英伦

SC7 系(海景)尊贵版仅售 64888

元、金刚尊贵版 47800 元、金刚 2

代尊贵版 55800 元、金鹰尊贵版
53800 元、金鹰 CROSS 54800 元。

此外，在活动期间购车的用户还

将获赠全车太阳膜、专用座椅套

等豪华装潢 5 件套，树立了同级

车价格新标杆。

SC7(海景)是英伦阵营里具有

高性价比的经典车型之一，车轴

距为 2602 毫米，由于车身长度超

越了 A 级车标准，因此称之为“A

+家轿”。1 . 5L 尊贵版搭载 CVVT

全铝发动机。

业内人士也表示，凭借超高

的性价比、过硬的质量、符合大众

审美的外形设计，SC7 系(海景)、

金 刚 、金 刚 2 代 、金鹰、金鹰
CROSS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这次，

这五款车型在增配的同时再推出

钜惠万元政策，势必将此细分市
场“性价比”线位再次拉高，进而

重新定义了该级别家轿的“超值”

段位。 (英伦汽车东营宏瑞 4S

店供稿)

英伦万元钜惠

再掀购车热潮

预防近视和控制近视的眼镜
孩子由于学习任务的繁重，生活

环境的改变，在校园里，随处可见戴
眼镜的小朋友，学校老师说：这里面
还有一些已经近视的孩子，但是家长
不愿意让孩子戴眼镜，平时老是眯眼
看黑板，或者歪头等等习惯。家长观
察不到有碍视力健康的细节，只听到
孩子查视力的时候说能看清楚就放心
了，实际上孩子早已经近视了，这些
不良习惯不仅会造成视力下降快速，

而且时间长了会造成近视性弱视。

雪亮眼镜 2008 年开始推出了预防
近视和控制近视的功能眼镜，还专门
成立了视觉训练中心，来解除孩子的
视疲劳，巩固近视度数的发展，并增
强眼睛的调节能力和眼肌运动能力，

让有视力障碍的孩子保持一双健康的
明眸。

咨询电话： 0546--8779977

地址：雪亮眼镜旗舰店

国考涉及东营岗位报名冷热不均
最“热门”岗位 400：1，最“冷门”岗位报名者为零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记者

嵇磊) 为期十天的国家公务员

报名即将结束，截至 24 日下午 5 点

半，记者在国家公务员网看到，报

考国家公务员涉及东营市岗位的

人数已达到 3785 人，各岗位的报考
人数差距很大，有的岗位报考比例

大约为 400：1，而有的岗位报考人

数目前仍为 0。

在国考报名网站上，记者看到，

在涉及东营的岗位中，济南铁路公

安局成为最大热门，而报济南海事
局东营海事处岗位的人却寥寥无
几，有的岗位无人报名。济南铁路公

安局从事线路治安管理工作代码为
0703849038 的岗位计划招考 5 人，目

前已有 2016 人通过审核。

山东省国税局在东营招考人

数最多，市区和县局共招考岗位 9

个，计划招考 12 人，目前报名通过

人数为 673 人，其中报考东营市市
区 国 家 税 务 局 ，代 码 为
0701037002，人数最多，为 141 人。

济南海事局东营海事处本次招考

5 个岗位，计划招考 5 人，目前报

名通过人数为 95 人。其中代码为
0701022004 的岗位到目前还没有

人报名。东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本

次招考 3 个岗位，计划招考 3 人，

目前通过人数 44 人。

24 日 24：00 国家公务员报名

通道将关闭。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
记者 王超) “车主可电话
进行咨询。我们会对车辆免
费进行检测，但是维修与更
换零部件还要等到 11 月 15

日之后。”24 日，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东营一家丰田
4S 店的客服人员说。

广饶县李先生说，他驾
驶的皇冠汽车在此次召回之
列。目前，车子虽然没问题，

但他还是担心，怕行驶途中
出故障，这段时间，他会把车
停在家里，待维修换件后再
开。东营丰田 4S 店工作人员
解释，11 月 15 日开始，他们
会分批通知车主，目前正在
联系厂家订购维修零部件。

无论是否在该公司购买的
车，只要车辆在召回范围内
并有相关手续，即可免费维
修，预计每辆车的维修时间
在 2 小时左右。由于该公司
并未经营雷克萨斯品牌汽
车，所以只能对皇冠和锐志
车型进行维护。东营的雷克
萨斯车主只能到济南青岛等
城市进行维修。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
记者 王斌) 23 日广饶县
自行车运动协会在该县傅家
路广饶单车俱乐部举行了成
立仪式。来自滨州、东营、垦
利、河口等地多家自行车运
动俱乐部的近两百名车友骑
自行车赶来参加成立仪式。

2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仪式开始，仪式上广饶县文
体局顾局长、广饶自行车运
动协会柳会长以及来自各地
俱乐部的车友代表相继发言
并致贺词。11 时整，在喜庆
的礼炮声中，文体局顾局长
和协会阎会长为协会隆重揭
牌。仪式结束后，出席仪式的
嘉宾和各地车友合影留念。

11 时 30 分，出席仪式的嘉
宾和各地车友在圣悦食府会
餐。

据了解，参加仪式的各
地车友均是骑自行车赶来，

最远的来自滨州的车友 6 点
就出发了，骑行了近 4 小时
到达广饶。较近的东营的车
友是 7 点 30 分出发的，骑行
了约 2 小时到达广饶。活动
结束后，各地车友均骑自行
车返回。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
记者 王超 吕增霞) 记者
从东营火车站了解到，受沪杭
高铁调图影响，从 26 日起，31

趟旅客列车将进行时刻调整，

东营至杭州间 2558/5、2556/7

次旅客列车，变更了运行区
段，缩短至南京西始发终到。

2558/5 次自 25 日起，按
新时刻运行。南京 7：30 开，

南京西 7：38 到；2556/7 次由
南京西自 10 月 26 日起按新
时刻运行，南京西 14：47 开，

南京 15：10 开。东营市民以后
再去杭州将少了一趟列车选
择。

据了解，2008 年 7 月，原
先东营至南京西的 2558 次列
车作为临客延长至杭州，2008

年年末，东营至南京西列车正
式改为东营至杭州图定列车。

截至到今天，这趟列车运行了
还不到两年。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
记者 王参) 22 日，在东营
市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状况新
闻发布会上得知，东营市前三
季度市场物价温和上涨，居民
收入较大幅度提高。

据东营市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来看，前三季度东营市全

市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同比上
涨 1 . 8%，其中食品、居住、医
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
信价格分别上涨 6 . 6%、4 . 3%、

1 . 6%、1%，而衣着、娱乐教育
文化用品、家庭设备用品及维
修服务类价格则略有下降。

数据显示，前三个季度东
营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7301 元，同比增长 9 . 1%，

相比于物价上涨，收入水平的
提高明显可以弥补物价上涨

带来的生活压力。

本报 10 月 24 日讯(见习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吴鹏) 因特殊

情况无法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手

续时，打个电话填张申请表，房产
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会送服务
上门。

近日，家住东城文汇小区的高
先生在外出时不幸因车祸导致下

肢瘫痪。为治疗需要，他急需办理

抵押登记业务，但因伤势无法到房
产交易中心办理，通过电话咨询，

房产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高
先生他可以申请市房产交易大厅

主动服务办公室的上门服务业务。

10 月 20 日上午，高先生打通了主

动服务办公室的电话，在工作人员

的帮助下提交了一张“主动服务事

项申请表”。20 日下午，市房产交易

大厅主动服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就来到了高先生的家中，仅用时 30

多分钟就帮助他完成了抵押登记

业务办理。

据了解，“开展上门房产交易

服务”是市房产交易中心为丰富房
产交易服务手段、满足广大市民房
产交易登记需求而实施的“主动服
务”工作中的一项内容。该中心于

2009 年 9 月成立了主动服务办公

室，为市民提供预约上门服务、绿

色通道服务、便民用品服务、政策

咨询服务、纠纷调解服务和疑难问
题处理服务 6 大类主动服务，为
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和有特殊

困难的市民办理房产交易业务开
辟了“绿色通道”。2010 年以来，交
易中心结合全市“转方式，调结构”

工作，加大主动服务力度，进一步
满足广大市民的房产交易需求。截
至目前，交易大厅主动服务办公室

共开展预约上门服务、政策咨询服
务、疑难问题处理服务 300 余次，累

计办理房产交易业务 70 多件，为
因特殊原因无法到房产交易大厅

办理房产交易业务的市民服下了

一颗定心丸。

东营至杭州列车

缩短至南京西

前三季度市民

人均收入增 9.1%

丰田召回车维修

东营要等到下月

自行车协会成立

车友骑百里来贺

为特殊群体开展“主动服务”

房产交易中心上门办房产手续

信息快递

24 日，东营市某商场内千足金为 357 元/克，较数日前每克降了 20

多元，在前期黄金价格一路上涨情况下，此次降价格外引人注目。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摄
黄金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