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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价3.3元，如今2.89元就卖
有的养鸡户卖蛋每天亏1600元

首家遗嘱登记中心落户德州

日前，由中国汽车报社
主办、《中国汽车报·二手车
时讯》承办的首届“中国价值
车”调查评选活动历时半年，
经过严格审核终于得出最后
结果。凯美瑞获得中级车组
(1 . 6L-2 . 5L)的“中国价值
车”称号。

“中国价值车”调查评选
活动的推出，首次提出了“价
值车”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
目前的市场状态下应运而生
的，能够客观反映车型在市
场上的真实表现，包含车辆
性能、使用成本、维修费用、
保值率等各方面，是各车型
综合实力的最好体现。此次

评选活动历时半年，将国内
17个厂商，151个品牌，273个
车系纳入测评，整个评选过
程非常专业，评选结果可信
度高，能够为消费者购车提
供参考。

凯美瑞被誉为中高级车
市场的“全能冠军”，在本次

“中国价值车”评选中折桂可
谓是众望所归。在性能方面，
凯美瑞的均衡性能为人所称
道，在外形设计、内部空间、
动力表现、燃油经济性、操控
性、安全保障等各方面，都拥
有令人满意的表现；在使用
成本方面，凯美瑞优秀的燃
油经济性为车主节省大笔油

费开支；在维修费用方面，凯
美瑞质量可靠和经久耐用的
优点有口皆碑，低故障率意
味着低维修花费；在保值率
方面，凯美瑞更是展现了独
到的优势，此次评选中获得

“五佳保值车”第一名就是最
好的证明。

“价值车”评选反映的是
各车型的综合价值，而“保值
率”是其中一个重要标准。评
委会对全国近百款车型的
保值率进行了科学计算，在
计算模型、参数选择、交易
数据收集上力求贴近市场，
真实反映市场情况。据悉，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日趋

成熟，以及二次购车比例的
上升，消费者在购买新车时
越来越重视“保值率”这个
指数，“价值车”评选的结果
在这方面无疑具有非常好
的指导意义。

凯美瑞在二手车市场成
为最受欢迎的中高档车型。
二手车专家分析认为，均衡
的性能、可靠的质量、稳定的
价格、持续的畅销、优秀的服
务，是凯美瑞保值率高的原
因。在性能上，凯美瑞被誉为
中 高 级 车 市 场 的“ 全 能 冠
军”，对于看重实用性的二手
车购买者，无疑是非常具有
吸引力的。同时，“丰田海外

模范工厂”——— 广州丰田严
苛的品质管理体系为凯美瑞
注入了卓越品质，使得这款
车的质量和耐用性有口皆
碑。广汽TOYOTA渠道口碑
极佳的服务，则免除了顾客
对二手车过户后售后服务的
后顾之忧。

德州朗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0534-2375555

服务热线：0534-2371111

德州广汽丰田车友之家
QQ群：65448117

广汽丰田德州朗泰新河路店官方
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dzfengtian

高保值率凯美瑞夺取“中国价值车”桂冠

每期活动结束,根据参赛者卖报数量

和其它表现,评出齐鲁晚报营销金奖2名,

银奖6名,铜奖10名,并颁发奖杯和高额奖

金。同时设立“齐鲁晚报营销明星”若干

名,并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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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李振

忠 王兵) 11日，记者从
德州市司法局获悉，山东
省第一家遗嘱登记中心
落户德州，该中心对立遗
嘱人的遗嘱进行登记和
无期限保管，确保遗嘱的
真实性。

因遗嘱而引起的家
庭纠纷正呈上升趋势，不
仅影响了家庭的和睦，也

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
素。据德州市司法局律师
管理工作人员介绍，该中
心对立遗嘱人的遗嘱进
行登记和无期限保管，并
对遗嘱产生过程进行全
程录音录像、指纹扫描记
录，确保遗嘱的真实性。
有效地保护了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避免了遗产纠
纷的发生，促进了家庭的
和睦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王明婧)
11日，记者采访了解到，鸡蛋降到

了3 . 4元一斤，这也是近期鸡蛋价
格的最低价。养鸡户们纷纷表示，
每斤3 . 3元才能保本的鸡蛋，现在
每斤2 . 89元往外卖。

三八路便民市场一家粮油店的
老板张女士告诉记者，昨天，她在平
原县以3 . 3元一斤的价格批发了100
箱鸡蛋(每箱45斤)，以3 . 4元一斤的
价格卖给批发商，到市场上的零售价
也才卖到3 . 6元一斤。据她介绍，去
年8月份至今年3月份，每斤鸡蛋价格
均在4元以上，今年3月份至6月底，蛋
价徘徊在3 . 8元左右，从7月份开始，
蛋价一直降，现在每斤3 . 4元，是今

年的最低价。
“天气炎热，鸡蛋不宜保存，市民

购买量也减少，正是鸡蛋销售的淡
季。”张女士说，她每次批发100箱鸡
蛋，往常两天就能卖完，现在得卖三
天多。对于今年的鸡蛋价格，夏津县
北城街道养鸡大户杨春庆也非常着
急，他养了4万只蛋鸡，每天亏损1600
元往外卖蛋。

“3块3保本的鸡蛋，现在卖不到
2块9。”杨春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调配好的饲料1 . 4元/斤，4万只蛋
鸡每天吃9000多斤饲料，算下来每
天要吃掉12600元饲料。而4万只蛋
鸡每天产蛋约4000斤，以2 . 89元每
斤的价格往外卖，总共能卖11560

元，不算人工费、电费等费用，仅饲
料就赔1040元。杨春庆说，按照养
鸡规律，每斤鸡蛋3 . 3元才能保本，
现在他每天亏损1600元左右。杨春
庆认为，禽流感的余威还没过去，
加上销售淡季，鸡蛋供大于求。今
年他不得不缩减了规模，由往年的
6万只减至4万只，像他这样缩减规
模的不止一例。

鸡蛋价格一直不景气，且近期价
格一直在下滑。“5月底170元一箱，6
月份165元一箱，现在130多元一箱。”
在二屯镇多年饲养蛋鸡的郭女士禁
不住感叹，对于蛋价的未来走势，郭
女士不敢断言，“现在这个行情没有
规律，根本摸不透。”

本报7 月1 1 日讯 ( 记
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崔秋芬 刘伟龙 ) 近
日，宁津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抓获一名盗窃犯罪
嫌疑人王某，令人汗颜
的是，她竟是把女儿当
成盗窃道具实施盗窃。

6月29日下午5点左
右，宁津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接到报案称，县城
某副食批发部里的一个
黑色提包被盗，内有3余
万元。民警调取的监控
录相清晰地显示盗窃犯
罪嫌疑人是一个女子，
而且该女子怀里还抱着
一个不大的孩子。民警
最后锁定犯罪嫌疑人王
某。

王某对6月29日下午
以抱小孩为掩护盗窃现
金 的 犯 罪 事 实 供 认 不
讳。原来，犯罪嫌疑人王
某家庭并不富裕，经常
借口买东西，问东问西
反复挑选以转移店主注
意力，乘其不备将款物
偷走。据失主介绍，没有
想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
人竟然能偷东西，因此
对 王 某 并 没 有 提 高 警
惕，这也是王某屡次得
手的原因。此外，她还交
代了借口买东西4月15日
盗窃宁津镇某土产门市
部3200元现金、4月22日
盗窃保店镇某双汇冷鲜
肉门市9000元现金的犯
罪事实。

一岁女儿竟成行窃道具

德百批发城主要经营：工艺礼品、电脑耗材、喜庆
用品、洗化、针织、服装、饰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箱
包、童车玩具、小家电、家纺、车饰、儿童娱乐、鲁北茶
都、酒水副食、鞋城、五金灯饰、建材市场、物流配套区。

德百批发城冠名非常营销秀
小报童抓紧来报名吧

本报7月1 1日讯 (记者
孙婷婷) 11日，本报迎

来第一批小报童报名高
峰。同时，本报第三届非常
营销秀也正式确定为“德
百批发城”杯非常营销秀，
活动很快就要开启了。

“我有卖报经验，可以
当组长，我觉得我们可以
分成几个小组，制定出营
销策略，几个组可以竞争
卖报。”去年参加本报“非
常营销秀”活动的“老报
童”媛媛拨打本报电话称，
她去年第一天参加卖报活
动时，紧紧捏着一份报纸，

始终张不开嘴，迈不出第
一步。“参加过卖报活动的
小朋友可帮助一下新朋
友，效果会更好。”

“去年卖报时，天实在
太热了，今年想到天热就
不想报名了，但想来想去，
不舍得放弃，还想再参加
一次。”小报童浩浩说，“自
己原来每天早上可以5点
钟就起床，辛苦挣来的钱，
天热的时候，五毛钱的雪
糕都舍不得买，现在想起
来就很佩服自己。”

此外，“德百批发城”
杯非常营销秀活动继续报

名 ，为 方
便小报童们报
名，本报开设两个
报名点。报名地点
一：湖滨南大道德州
日报印刷厂三楼齐鲁
晚报发行站，咨询电话：
2681791。报名地点二：
董 子 文 化 街 北 首 董
子读书台西侧，咨询
电 话 ：2 6 0 0 0 0 0 、
15266975251。活动正
式启动前，本报工作
人员会和营销者取得
联系，通知活动具体
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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