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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私改规定为难顾客
该退的保费坚持不退，消保委介入后如数退还

淄川———

补助退役兵320万元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罗静 通讯员

刘新丽) 近日，淄川区民政局根据淄博
市政府下发的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一
次性经济补助的通知，为符合条件的退役士
兵共发放补助金320万余元。

据了解，淄博市政府于2012年7月，制
定下发了《关于做好我市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经济补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对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按照每服役1年4500元
的标准给予经济补助，并随省规定的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标准适
时予以调整。

目前，淄川区为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共
发放补助金320万余元。

本报9月1 3日讯 (记者 张
汝树 通讯员 王洁音 韩晓
琳 ) 13日，记者从桓台县消保
委了解到，消费者张女士因贷
款购置新房在保险公司购买的
保险，在提前还清了贷款后，按
合同可以退部分保费，可保险
公司却说公司规定改了，原来的
合同失效了。

家住桓台县城某小区的张
女士反映，她于2004年7月因贷款
购置新房而从县城一家保险公
司购买险别为《个人抵押住房综
合保险(甲种)》的保险一份，该保
险年限为15年，缴纳保费一千七
百余元。

但今年张女士提前还清了
贷款，按照合同规定，保险公司

应当退还其部分保费，但当张女
士去该保险公司申请退保并退
还保费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以
公司规定已改为由拒绝按原合
同为其退保费。

“他们公司的规定改了，我手
里的合同难道就失效了？公司改
规定就要由我们消费者去为其买
单？”张女士气愤的说。

接到投诉后，桓台县消保
委工作人员仔细查看了张女士
的保单与保险条款，条款里确
实规定了当保险合同解除时，
保险人应向被保险人退还相应
的保险费，公司的行为不能让
消费者来买单。

经经消保委调解，保险公司
最终退还消费者保费500余元。

本人在房家小区丢失一辆本田雅阁，车
牌号是苏E7Z428。如有发现线索者，请与吴
先生联系，15169277089

汽车是一种文化，在
中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拥有汽车也
正在成为人们提高生活
质量的一个标准。

国人经常把自主汽
车品牌贴上 "山寨 "的标
签，的确不难发现某某自
主车型身上有着某某合
资/进口车型的影子，某
某品牌，车展上概念车虽
长有一副潮流运动的模
样，但量产化之后，却成
为更换标志、套用廉价部
件的产物。

但是现在，这话就

不能说的那么绝对了。
启 辰 作 为 东 风 日 产 的
自 主 品 牌 其 量 产 车 于
今年推出，但上市后有
人 认 为 是“ 山 寨 ”了 东
风 日 产 已 停 产 的 老 颐
达，其实这是东风日产
双品牌战略。

启辰品牌应中国客
户需求而生、循中国客户
需求而动，它和NISSAN

品牌没有高低之分，只有
分工不同，双品牌好比是
企业的“双核”，共同发力
确保东风日产提速更快、
发展更稳健。

启辰 -国民第一车 自主品牌并非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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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拉克试驾尊享体验报告——— 全方位保护
在人性科技安全上，SLS赛威 2 . 0T SIDI同样通过北美全工况最严格测试标定，达

到北美五星安全标准，并符合中国CNCAP五星安全标准；AFL主动转向双氙气大灯、
侧向盲区监测雷达安全辅助系统(SBZA)、倒车影像系统和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等主动安
全保护配置与BFI高强度车身、液压防撞梁、优化安全气囊安全带，实现主动与被动安
全的全方位保护。

重磅钜惠 引爆秋季车展——— 凯迪拉克SLS
——— 只要您的车在20万元以下，三年以内，符合置换条件即可原价置换凯迪拉克

张店农商行打造

“阳光信贷”模式
13日，记者了解到，为积极响应中国银

监会“三大工程”活动，张店农商行在贷款业
务中实行“阳光信贷”新模式。

新模式是指公开办贷，坚持实行“开门
办公”，对信贷政策的调整、资格认定、收费
标准等及时公开；坚持廉洁办贷，坚决杜绝

“吃、拿、卡、要”行为；限时办贷，对于抵押贷
款，提供评估、抵押一条龙服务；合规办贷；
全面组织推进以“规范贷款行为、科学合理
收费”为主题的不规范经营问题专项治理活
动等。 (杨逢逢)

启辰R50———

能效之王 空间之王 可靠之王
启辰R50可称得上能

效之王，全球明星发动机，
赛车冠军级HR16DE发动
机的东风日产车型曾两获
CTCC中国房车赛冠军(并
被广泛搭载于骐达，阳光等
车型)。赛车级加工技术，真
圆镜面加工，降低磨损，提
高燃油效能。C-VTC智能
控制系统，实现高强动力与
低油耗的完美平衡。1 . 6排
量级别车型最低油耗，6 . 4L
/百公里油耗。启辰R50能
效之王充沛动力，同级最低
油耗，让您畅享轻松活力。

越级宽适空间，启辰
R50可谓空间之王。71%有
效车长利用率，92%有效车
宽 利 用 率 ，同 级 最 大
1839mm有效室内车长媲美
中高级轿车，令您乐享舒适

同级最佳624mm膝部空间6
/4可折叠后排座椅，灵活便
捷、超大容积的装载，多大
22处精心设计的储纳空间，
更具人性化。

全球标杆工厂制造，东
风日产共网服务，启辰R50

可靠之王让您安心无忧。
日产全球标杆品质，明

星平台—日产B平台。启辰
R50拥有合资车的高品质，
与NISSAN车型共线生产，
同一高标准检核。SAFETY
SHIELD三重安全屏障技
术，ZONEBODY区域车身，
刚柔并济，全时保护，全员
安驾随行。采用980MPA高
强钢，核潜艇级高强钢，同
级最高，保护最强。博世最
新一代ABS(带EBD)，技术
最新，最强，同级独享。

昌河铃木钜惠5000元
近日，位于张店山泉路

上的中南汽贸4S店在秋季车
展昌河铃木展位推出最高钜
惠5000元活动，并开展了派
喜网络团购活动，让我们一
起看一下国企昌河铃木旗下
车型。

派喜Splash小车型受宠

做为2011年最受期待的
小型车，派喜得到了业内人
士的肯定及众多消费者青
睐。派喜Splash的推出，在同
级别车型中掀起一阵狂澜。
昌河铃木派喜派喜搭载的是
铃木1 . 4L K14B-C发动机，
此款发动机最大功率为73/
5900 kW/rpm，最大扭矩为
134/4800Nm/rpm， 最高车
速可达165Km/h，派喜Splash

位居全球同类产品前列，在
市区行驶百公里的油耗约为

4 . 6 L，综合工况油耗约为
6 . 1L。在内饰方面，派喜简约
大气，充满时尚气息。大尺寸
的仪表盘风格类似于卡通车
造型，结构独特。

派喜的长/宽/高达到了
3715/1680/1600mm，前脸U型
的中网是铃木的家族特质，
而大大的车灯、突出的轮眉、
伶俐的腰线、独特的尾部造
型都能让大家明显感觉到它
的个性。

昌河铃木北斗节油耐用

做为昌河铃木的经典
车型，北斗星一直在微车销
量中名列前矛，深受浮消费
都的喜爱，它选用铃木经典
型发动机K14B系列，使其动
力充足可达到95马力，油耗
仅4L，至今保持着94万公里

无大修的骄人战绩，另外方
酷时尚造型获得时尚大众
喜爱，中控台新颖的设计风
格为驾驶都提供了宽敞的
视野和较大的储物格，为更
多创业都提供了实用空间
又为时尚者提供了更大的
改装空间。如此经典实用车
型，绝对是您创业中的精兵
良将！

昌河铃木利亚纳经济耐用

大功率、低油耗、高品质
时尚与大气并存的利亚纳a+

内饰方面以黑色、米色和银
色搭配经典，利亚纳 a +的
TECT轻型碰撞吸能车身，获
得4星安全车型，可为驾乘人
员带来更好的安全保护。更
让人惊喜的是它搭载了铃木
全球战略型发动机K14B-C

系列，100马力的强劲动力和

百公里4 . 5L的出色油耗也是
吸引消费者的关键。

三厢车型依旧采用四边
形的雾灯及前镀铬格栅设
计，使三厢车型与两厢车型
有了明显差异，让三厢车型
依旧经典、大气，两厢利亚纳
A+的前雾灯采用圆型设计
旁边还增加了两个进风通道
的设计，让两厢车型成为时
尚、动感的代言。在利亚纳a+

的三厢与两厢版本上，部分
车型配备了漂亮的运动尾
翼，而三厢车型的尾灯也更
换为与两厢版本一致的白底
透明运动尾灯

利亚纳a+依然继承了其
大空间的独特优势，无论是
车内空间还是后备箱空间，
在同级别车中都独占鳌头。
现购车更可享受3000元节能
惠民补贴！中南汽贸欢迎各
位到店赏车试驾！

抢滩
9月13日，鲁信

影城首家淄博分店
开业，该影城位于
张店区美食街振华
商场5楼，是淄博首
家应用TMS中央控
制系统的影院。开
业当天，鲁信影城
以平民的价格吸引
了大量的消费者前
来光顾。

本报记者 姜
文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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