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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控体验 非凡驾驭

宾利驾控体验演绎巅峰激情
2012“宾利驾控体验”(Bentley

Driving)震撼回归，继鄂尔多斯、成
都、珠海、上海站之后旋即登陆首都，
于北京金港国际赛车场带来让人血
脉沸腾的试驾活动。北京站作为2012

“宾利驾控体验”的终点站，迎来了强
大、豪华的车型阵容。2012“宾利驾控
体验”以今年刚强势登陆的全新欧陆
GT V8车型为主，加上另外两款宾利
欧陆系列极具代表性的车型进行赛
道动态试驾体验，除此之外，在1930

年创造奢华汽车新标杆的宾利8升(8
Litre)古董车更被首次带到北京，疾
驰于金港赛道供中国客户试乘，极致
演绎出宾利“无尽驾驭，奢华典范”的
品牌精髓。

此次北京站驾控体验邀请来华
北与东北地区多个主要城市的车主

与媒体亲临赛道，亲身体验宾利欧陆
系列代表车型——— 全新欧陆GT V8，
W12欧陆GT以及欧陆飞驰极速版的
非凡驾驶乐趣。宾利驾控体验活动不
仅仅是在跑道上一圈一圈地疾驰，活
动还专门设计了一系列试驾练习环
节，目的在于展示宾利系列的诸多特
点，包括动力、扭矩、刹车性能、灵活
性、加速和操控性。

全新欧陆GT V8轿跑车独有的
运动造型同样振奋人心——— 独特的
镀铬边框和中心杆的矩阵格栅、红色
珐琅宾利“B”徽标、亮黑矩阵和前车
身下保险杠隔开的三段进气格栅由
与众不同的有色边条分隔，突出了其
澎湃、强劲的特性。在动力强劲的同
时，全新欧陆GT V8达到了豪华车领
域的出色燃料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

一箱油加满能够行驶857公里，等于
北京到大连的距离。

如果说宾利全新欧陆GT V8是
象征宾利“无尽驾驭”的新生代，那在
赛道上英姿不减当年的宾利8升古董
车与现场展示的Linley for Bentley欧
陆飞驰限量版就充分显示了宾利“奢
华典范”的品牌精髓。

华特·奥文·宾利先生在1930年
推出的六缸8升宾利车是当时英国
市场上发动机体积最大的车型，这
款车型的诞生创造了1930年代奢华
汽车新标杆，既是宾利先生的最爱，
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完美实现宾
利最初的造车理念———“要造一辆
好的车、快的车、同级中最好的车”。
在当时宾利宣称无论车主选择何种
类型的车身设计，8升车型的时速都

可以轻松突破100英里，足以代表此
引擎的强大马力和扭矩。此次宾利
带来这款传奇的8升(8 Litre)古董车
供中国客户在赛道上试乘，展现了
宾利的经典魅力，更让试乘者深入
体会宾利90多年来对动力与奢华的
不懈追求。

进入中国市场短短十年，宾利势
如破竹，实现了飞跃性发展。2012年
上半年，宾利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交车981台，同比增长58%(大中华
地区1059台，同比增长55 . 7%)。宾利汽
车大中华区执行总经理施尔天先生
(Mr. Till Scheer)说道：“中国超豪华
汽车市场中年轻车主的比例不断增
长，作为宾利一直以来最重要的战略
市场，华北和东北地区有更多的年轻
新贵们选择自己驾车。而结合了卓越

动力、非凡实用性、年轻化运动性能
以及经典奢华的宾利欧陆双门车型
正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

自六月首站鄂尔多斯释放激情，
并以女性专场显示当代宾利刚柔并
济的魅力，到珠海站传奇赛车Blower

与创造30年代奢华新标杆的宾利8升
首次同台亮相，展现一代经典，2012

宾利驾控体验以史无前例的车型阵
容以及创新独特的互动体验打造了
奢华与运动完美融合的极致试驾之
旅。至北京站为止，今年的驾控体验
活动前四站共邀请了来自全国包括
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18个经销商
覆盖城市超过1000位宾利车主和爱
好者参与其中，同时有超过200家媒
体专业人士亲临体验。精彩纷呈的驾
控体验活动不但通过赛道体验让人
们享受宾利的驾驭激情，同时将传统
手工艺与竞赛血统纷纷呈现，也让宾
利“无尽驾驭，奢华典范”的品牌精髓
完美体现。北京站作为2012“宾利驾
控体验”的最后一站，在把今年活动
推向高潮的同时，亦将为2012“宾利
驾控体验”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开发区建成十五分钟就医圈
三年内新建或改造的达标卫生室达到151家，居民可就近求医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臧富贵 段勇) 30日，

记者从青岛开发区获悉，经过三年
时间的建设，目前该区新建或改造
的达标卫生室达到151家，基本建
成了十五分钟就医圈，大大方便了
居民就近就医。

青岛开发区钱塘江路社区卫
生室，原先只有40多平方米的小平
房，现在从房屋到设备，全都换成
了新的，建筑面积也达到了120多

平方米。该卫生室医生郑福云告诉
记者，“以前社区医院比较冷清，有
病大家都往大医院里挤。随着政策
资金的投入，还有社保报销，附近
的居民如果有点小病小痛都会来
这里。现在社区卫生室的条件好多
了，不仅面积比以前扩大了很多，
而且床位也从以前的两张增加到
六张，还配备了两台空调，冬天还
有暖气。”

“以前身体有点不舒服就要

跑医院，还要排很长的队，现在有
个小毛病，出门走几分钟就到了，
确实很方便。”30日，青岛开发区
长江路街道办张宝湾社区的曹大
爷高兴地告诉记者。据青岛开发
区 卫 生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从
2 0 0 9年开始，青岛开发区启动了
新医改工作，对全区不达标卫生
室进行改造或新建。改造后的社
区卫生室业务用房全部达到80平
方米，而且诊断室、治疗室、药房、

观察室实现“四室分开”，配备的
药品全部都是基本药物。

“现在社区卫生室都已达标，
配备了三十多种医疗器械。”青岛
开发区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配备新的医疗器械之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定期对乡村医
生进行业务培训，促进基层医疗
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上达到小病
不用出区。

据悉，目前青岛开发区新建

或 改 造 的 达 标 卫 生 室 达 到 1 5 1

家，基本形成以西海岸医院、开
发区区第一人民医院、黄岛区中
医 医 院 为 龙 头 ，以 街 道 卫 生 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枢纽，以
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
网底，达到了“一街一中心”、“一
村一室”(一个街道一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一个村一所标准化
卫生室 )的架构，形成了“1 5分钟
就医圈”。

千万资金确保患者先住院后付费
胶南设立先住院后付费周转金，为病人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潘
旭业 通讯员 王伟) 自今
年5月份胶南实施先住院后付
费以来，医院因替病人垫付医
疗费增加很大负担。30日，记
者获悉，为给医疗机构解困，
近期胶南市专门拨付1000万元
用作先住院后付费周转金。

据悉，胶南市从今年5月份
开始启动了先住院后付费诊疗
服务模式，病人入院时无须交
纳住院押金，为病人开通了生
命“绿色通道”，确保病人在第

一时间内得到安全有效治疗。
病人出院结算只需支付城镇基
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报销后个
人所承担的费用即可。

胶南市自实施先住院后
付费制度以来，给各医疗结构
造成了不小负担。“自 6月以
来，我们共收治了1800多名住
院病人，垫付的资金达到了400

多万元，负担不小。”30日，胶
南市中医院合作医疗办公室
主任丁向阳告诉记者。

为切实减轻医疗卫生机

构资金垫付压力，保障先住院
后付费制度顺利实施，胶南市
在青岛率先设立了先住院后
付费周转金。日前，今年下半
年周转金1000万元已拨付到
位，其中新农合先住院后付费
周转金700万元，医保先住院后
付费周转金300万元。

“此前，新农合报销经费
是每月月末清算并拨付至各
医疗卫生机构。”胶南市卫生
局农村医疗办公室主任郭常
战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考虑

到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困难，综
合新农合基金承受能力、各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规模、上年度
平均报销额等因素，设立先住
院后付费周转金。”

据悉，胶南市将按照年初
预拨、年终清算、动态调整、专
款专用的方式进行先住院后
付费周转金的拨付和管理，目
前已把今年下半年的周转金
拨付到了各医疗卫生机构，为
各医疗卫生机构解除了后顾
之忧。

胶南投资1400万

治理四条河流
共造林近2000亩控制水土流失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
员 王伟) 30日，记者从胶南市获悉，该市
今年投入近1400万元对四条河流水域进行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造林近2000亩，构筑了
一道“绿色屏障”。

据悉，今年胶南市水利局重点对藏马山
流域、大珠山 杭东山流域、铁山月季山大
下庄流域和大珠山高峪流域等4条流域进行
高标准治理。据胶南市水利局水资办科长赵
邦芹介绍，目前4个项目都已开工建设，总投
资1397 . 39万元，其中铁山月季山大下庄、大
珠山高峪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获中
央资金补助300万元，藏马山、大珠山 杭东
山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获青岛资金
补助222万元，共将建设水保林、经济林、景
观林1909亩，新建和清淤加固塘坝10座，设
立封禁碑19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控制水土
流失28平方公里。

据了解，胶南市自2008年以来，共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90 . 65平方公里，形成了较完
整的生态防护林体系。

辛安小学扩建完工

基础设施大为完善

本报8月30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
员 冯克滨) 30日，记者从开发区建筑工
务局获悉，辛安小学扩建工程顺利完工，交
付使用。

据悉，辛安小学扩建工程位于辛安小学
校区内，实施内容包括5100平方米的教学
楼、专用教室、风雨操场等基础设施，300米
的现代化运动场地，以及4500平方米的全塑
胶篮、排球场地。目前，该工程正在进行绿化
苗木栽植、电力配套设施完善、消防验收手
续办理等收尾工作。辛安小学扩建工程顺利
完工，有效缓解了周边区域生源多、设施弱
的矛盾，学校教育体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30日上午，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专门安排有实战经验的民警对所有校园保安进行
了实战技能培训。据悉，中小学开学在即，为进一步增强校园保安的应对处置能力，青岛
市公安局黄岛分局民警对各校保安进行了徒手擒拿、警棍使用等方面的训练，提高了校
园保安的防范技能水平。 本报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梁铁君 封凯明 摄影报道

校园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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