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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策影响购房者观望情绪渐起

传统“红五月”成色不足

烧烤扰民成投诉热点

作为国内首款销量达80万辆的
单一SUV品牌，东风Honda旗下热
销车型之一CR-V不仅是城市SUV
的开拓者更是引领者，多年的积累
造就了良好的口碑。在成立十周年
之际，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
的选择，东风Honda正式推出CR-V
新两驱版，再度领航国内SUV市场。

有实力更保值
80万车主首选CR-V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中
国乘用车保值率研究报告》中，CR-
V自2 0 0 9年以来，连续四年夺得
SUV类第一名，力压奥迪Q5、宝马
X5、途观等热销车型，成为当之无
愧的保值之王。据了解，该报告评选
过程注重对车型的技术性能、品牌
形象、市场占有率、销售政策、生命
周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而CR

-V不仅在口碑、维修、保养成本等
方面明显优于同级竞品，而且东风
Honda售后服务满意度(CSI)已经连
续三年名列行业三甲，“最保值SUV
车型”花落CR-V可谓实至名归。

近期，东风Honda又重磅推出
了CR-V新两驱版，其中两驱CR-V
2 . 0L经典版EXi市场指导价20 . 78
万，两驱CR-V 2 . 4L豪华版VTi市
场指导价22 . 98万。与四驱车型相
比，同等配置的情况下，新两驱版的
价格分别比对应的四驱版车型低一
万元，消费者将有更丰富的选择。

除了对细节进行了更加时尚、
人性化的改良外，CR-V新两驱版
秉承了CR-V节油DNA，在燃油经
济性上进一步提升。据了解，两驱
CR-V经典版EXi百公里综合工况
油耗仅为8 . 0L，两驱CR-V豪华版

V T i百 公 里 综 合 工 况 油 耗 仅 为
8 . 8L，领先同级。此外，CR-V所有
的四驱车型均升级为E-DPS实时智
能四驱系统，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行
驶性能降低油耗。

东风Honda十周年感恩回馈
此刻出手正当时

今年东风Honda成立第十周
年。据悉，企业也从多方面着手回馈
新老顾客。产品方面，除CR-V新两
驱版上市外，CIVIC(思域)十周年
纪念版也于四月份到店销售，EXi/
VTi版本增加导航系统，且增配不
加价，可谓将实惠进行到底。基于第
八代CIVIC(思域)平台打造、拥有
经典品质的兄弟车型CIIMO(思铭)
定位年轻人群，外形时尚、驾趣十
足，，成为入门级家轿的首选。

服务方面，东风Honda不断改善

售后服务体系、提升
服务品质，在新年伊
始发布“实质的信
赖”售后服务品牌，
给消费者一份实实
在在的服务承诺。十
年的坚守承诺，十年
的贴心服务，让东风
Honda的品牌力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东风Honda作为第五季
《中国梦想秀》汽车独家赞助商，也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种主题的客
户回馈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前
往东风Honda各特约店即可免费接
受专业的报名指导并完成《中国梦想
秀》报名，开启属于自己的“圆梦旅
程”；消费者到店试驾均有机会获得
东风Honda送出的驾悦大礼，购车更
有机会获得泰国清迈豪华游；同时，

活动期间购买CR-V、CIVIC(思域)
部分车型将会获赠车载空气净化系
统及底盘防锈隔音胶，购买CIIMO
(思铭)可享受12-24期双免贴息等，同
时还有置换礼、老客户推荐礼、延保
礼等多项感恩大礼相赠。你还在等什
么，速速行动起来，机不可失！

销售热线：0534-2218666

服务热线：0534-2218000

地址：德州市开发区天衢东路
东首(国家电网西邻)

CR-V再添两驱版 最保值力压群雄

飞防白蛾200余万亩

端午短线游没涨价

本报6月7日讯 (记
者 李榕 ) 6日，记者
从12345市民热线管理
办公室获悉，5月共受理
群众有效诉求48258件，
农村饮水问题、有线电
视数字整转、烧烤扰民
等成投诉热点。

5月，市民热线受理
群众有效诉求48258件，
反映事项按照性质分类
为：咨询类28260件，占
受理总量58 . 55%；求助

类14316件，占受理总量
29 . 67%；投诉类4241件，
占受理总量8 . 79%；建议
类1441件，占受理总量
2 . 99%。

农村饮水问题、有
线电视数字整转、烧烤
扰民等成5月份市民投
诉热点，分别受理 8 1 0

件、890件、974件。其中
夜间烧烤经营扰民问题
占城建环保类问题总量
的7 . 75%。

本报6月7日讯 (记
者 郭光普 通讯员
韩兴光 ) 7日，记者从
林业部门了解到，6月3

日全市飞机防治美国白
蛾工作圆满结束，作业
面积共计203 . 5万亩。

4月份，根据危害
发 生 程 度 不 同 ，夏 津
县、宁津县分别利用飞
机防治春尺蠖5万亩、1

万亩，平原县和武城县
利用药械防治春尺蠖
各1万亩。

5月13日，夏津县在
全市率先开展飞机防治
美国白蛾工作，到6月3

日全市飞机防治美国白
蛾工作圆满结束，作业
面积共计 2 0 3 . 5万亩。
其中齐河县、平原县、
宁津县、陵县、临邑县、
乐陵市飞防面积都在
20万亩以上，基本上实
现了飞防一遍，其他县
市没有飞防的地方也及
时采取了地面人工防治
的措施。

本报6月7日讯(见习
记者 陈兰兰 ) 7日，
记者在市区多家旅行社
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去
青岛、蓬莱等海边的短
线游受到市民青睐，但
价格并未出现上涨。

短途线路旅游成
为旅行社的主打项目。
像青岛、蓬莱、长岛等
海边旅游线路受到市
民青睐，价位多集中在
400元至600元之间。像
九如山、九顶塔一日游
等项目，价格在200元左
右。“端午节路线价格

与平时没有很大变化，
和去年的价格也相对
持平。”一家旅行社的
工作人员说。

“今年端午出游咨
询、报名的市民不少，
除了上班族，年龄在五
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
报名的也不在少数。”
据交通集团旅游公司
的 负 责 人 介 绍 ，随 着
高、中考的结束，旅游
市场预计到6月中旬会
进入旺季，各条线路的
价钱估计会小幅度上
涨。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李明华
通讯员 崔志恩) 7日，记者从德州
市房管中心获悉，5月份德州市新建
商品住房网签同比下降两成，二手住
房成交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半。

数据显示，5月，德州市城区批准
预售商品房面积为14 . 86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减少44%，环比上涨7 . 79
倍。截至5月底，可售商品房累计达
259 . 43万平方米(含商品住房163 . 62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21 . 62%，

环比上涨2 . 63%。5月份，德州市城区
新建商品住房网签销售956套，去年
同一时期，德州中心城区新建商品住
房网签销售能达到1204套，签约量同
比下降20 . 6%，环比下跌29 . 03%。

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
价格指数5月份对100个城市的全样
本调查数据，德州房价涨幅在0 . 44%，
样本平均价格在4838元/平方米，样
本价格中位数在4550元/平方米。

业内人士王先生指出，今年传统

“红五月”成色较往年不足，主要受政
策影响，部分购房者观望情绪渐起，
使成交量较上月下降。

城区二手房共成交789套，其中
住宅成交 7 6 2套，成交量同比增长
1 . 48倍，环比上涨23 . 3%。二手房成交
量上升主要是3月份二手房受理量激
增，为1249宗，现在的成交量多为3月
份受理单的成交。房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现在每个工作日都在加班加点
集中办理3月份的二手房受理业务。

6月7日，德州市慈善总会举行“慈心一日捐”活动捐款仪式。
当天中共德州市委办公室、德州市人大机关、德州市政协机关三
家单位共捐款58600元。图为市委书记吴翠云捐款。

本报记者 李榕 摄

慈心一日捐

本报 6月 7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贾鹏 ) 6日，记
者从乐陵市相关部门
获悉，乐陵市开展县
乡道路主干道专项整
治活动，主要对6条县
乡公路150多公里主
干道沿线的环境进行
综合治理。

“此次开展县乡
道路主干道专项整治
活动，主要对6条县乡
公路150多公里主干

道沿线的环境进行综
合治理。”乐陵市交通
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称，将对新修新建公
路防护设施进行刷
新，完成300多平方米
的翻浆整治工作，补
修油面400平方米，保
持路面路肩整洁。

截至目前，已处
理公路用地范围内乱
搭乱建9起，路面乱堆
砂石材料150多立方
米。

乐陵＞＞

150公里县乡公路“美容”

本报6月7日讯(记
者 刘振 通讯员
高德刚 林伟 孟宪
雷) 今年以来，临邑
县纪委、监察局重视
网络舆情收集，通过
天涯论坛、猫扑论坛、
民心网、临邑贴吧等
搜集到反腐倡廉网络
舆情26条，提取案件
线索11件，立案5起，
化解网络舆情突发事
件6起，解决民生问题
9件。

据了解，临邑县
纪委、监察局安排4名
专职工作人员对网民
活跃度、群众关心度
高的网站进行实时浏
览，主动搜集群众反
应强烈的网络舆情，
及时报送处理，形成
了主动搜寻与被动受
理并重的新模式。

截至目前，共搜
集反腐倡廉网络舆情
26条，提取案件线索
11件，立案5起。

临邑＞＞

网络反腐立案5起

格县域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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