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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A级车市场消费者关
注点已经悄然转变，从早前的外
观、价格方向逐步转向空间、配
置等。在空间方面，如何在车辆
有限空间内凸显更舒适的乘坐
空间，以及更人性的储物空间是
消费者最为注重的。上海大众全
新桑塔纳凭借宽敞舒适的驾乘
空间和丰富贴心的储物空间，不
仅给众多车主带来了惬意自在
的驾乘享受，同时也充分满足了
他们在休闲购物、举家出游时对
空间利用率的需求。

舒适驾乘空间 畅享自在惬意

全新桑塔纳宽敞自在的驾
乘空间，不仅为众多车主营造了
一流用车体验，更凭借贴心的细
节设计，为他们带来了舒适与惬
意的驾乘感受。同级车中出色的

轴距带来了一流的驾乘空间表
现，实现了超越同级的后排头部
及腿部空间。

对于全新桑塔纳的驾乘空间，
消费者是这样说的：“全新桑塔纳
的后排空间令家里老人非常满意。
每次开车带他们出门，他们坐在后
排一点都不觉得憋屈，不但腿脚伸
的开，而且座椅坐起来特舒服，支
撑性很好。”来自北京的车主吴先
生对爱车的后排空间给予了高度
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桑塔纳前
排座椅还配备了大众WOKS安全
头枕，经过合理优化的头枕支撑结
构既有助于保护头颈的座椅，又能
提高舒适度。而后排则配有三个独
立头枕，即使并排乘坐三个1 . 75米
的大个子,头部和腿部空间也都十
分宽裕。与此同时，全新桑塔纳在
驾乘空间的舒适性上做足了功夫。

全新桑塔纳配备了经过人体工程
学优化的至真真皮座椅，不仅手感
与质感一流，而且线条完美贴合人
体肩部、腰部及腿部曲线，为每一
位驾乘者提供了扎实舒适的支撑
效果，配合四档高度可调前排中央
扶手，拥有高达80mm的调节高度，
不仅能给驾乘者带来舒适惬意的
驾乘体验，还能有效缓解长途驾车
带来的疲劳。

多样储物空间 尽显实用本色

储物空间的合理设计则直接
决定了一款车的实用性。全新桑塔
纳丰富的储物空间，不仅充分满足
了众多车主购物、出行的日常需
求，连假日自驾旅行的大容量载物
需求也能轻松应对。

来自杭州的全新桑塔纳车主
岳女士在谈到爱车储物空间时表

示：“全新桑塔纳后备厢特别实用，
周末或小长假带一家人自驾出去
游玩，野营的装备、户外烧烤用的
炉子、架子什么的，统统都能放进
去，非常方便和实用，行李箱底板
下还有储物格，一些零碎的小物件
都能很整齐地放进去。行李厢的开
口设计的比较低，能更轻松的取放
大件物品。”的确，全新桑塔纳466L
超大容量行李厢不仅空间大，更设
有便于归置物品的隐藏式储物格，
不仅可以摆放各种小物件，还能保
持车内整洁。

全新桑塔纳储物空间的实
用性很高，源自于空间储物区域
设计的合理性以及人性化。例如
驾驶员侧下方的超大储物盒，让
时下流行的大屏智能手机找到
了归处，前排车门的储物空间还
可 以 轻 松 容 纳 那 些 容 量 高 达
1 . 5 L 的大饮料瓶。在中央通道

处特别设计的卡槽，让停车卡、
过路费小票或是零钱都得到了
妥善安放。此外，带有储物盒的
中央扶手、双杯托和可移动的大
容量烟灰缸也都安排在了驾驶
员 手 边 位 置 ，方 便 车 主 取 拿 物
品。甚至在B柱位置，全新桑塔纳
也设计了贴心的衣帽钩，让后排
乘客的物品和小衣物也能安心
放置，备受众多驾乘者的好评。

全新桑塔纳以宽敞的驾乘空
间和人性化的储物空间设计，为众
多车主带来了极致舒适、实用贴心
的用车体验，当之无愧的成为他们
生活中最值得信赖的伙伴。而随着
口碑的日渐积累，全新桑塔纳将进
一步续写品牌荣耀传奇。
德州驭达
销售热线：400-0534-818转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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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全民同享十年荣
耀喜悦，迎接国庆节，东风
Honda在9-10月期间将放送
提前三包、置换“油”礼、“双
0”优惠、好友推荐礼、延保有
礼等五重感恩好礼，重重惊
喜，只等您来抢。

提前三包：感恩服务升
级 政策内容更高于国家规
定。9月6日起，东风Honda提前
实施高于国家规定的三包政
策。自9月6日起，凡购买东风
Honda旗下任意车型，均可享
受东风Honda3年或10万公里
的包修期，同时自9月6日起购
买东风Honda纯正用品也享受
东风Honda三包政策。

置换“油”礼：东风Honda

车型随心换 最高3000元油
卡为您“加油”。国际油价的
持续走高，牵动广大车主的

心，东风Honda特送出贴心
补助，为置换车主的新车生
活“加加油”。凡活动期间置
换东风Honda车型，即有机
会获赠高额油卡好礼，获赠
油卡最高可达3000元！

“双0”优惠：轻松“贷”购
爱车回家 0利息、0手续费。
为减轻贷款购车一族的经济
压力，东风Honda还适时推
出“双0”贴息金融优惠政策。
在活动期间，凡购买东风
Honda车型，即有机会享受
首付20%起，12-24期分期付
款，0利息、0手续费的金融优
惠，在节省大量花费的同时，
更让你购车毫无压力。

好友推荐礼：SPIRIOR
(思铂睿)老客户有机会专享
4000元代金券。全民乐享金秋
丰收季，东风Honda送出好友

推荐礼，邀您与好友分享东风
Honda十年感恩心意。活动期
间，SPIRIOR(思铂睿)车主可
专享好友推荐礼，推荐好友购
买新SPIRIOR(思铂睿)即可
获赠4000元代金券，可用于延
保、保险或保养等任意一项服
务的现金抵扣。

延保有礼：全新服务流
程 安心享受最高2550元延
保优惠。活动期间，凡购买专
用保险的客户即可获赠500
元延保代金券；保修期内的
老客户则可享受新车延保
价；购1年期延保，半价升级2
年期延保。三重延保有礼，最
高可享价值2550元超值优
惠，为广大车主的后汽车生
活添姿增彩。
东风本田山东德胜4S店
销售热线：0534-2218666

五重好礼 乐享东风Honda感恩盛宴

国庆逢秋收又现用工荒

工工资资加加倍倍都都招招不不来来一一个个安安装装工工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赵梓霏) 国庆节临近，再
加上适逢秋收，24日，记者了解到，
不少务工人员选择回家，走亲戚、
忙秋收，部分单位又出现了短期的
用工荒，建筑、快递、餐饮等行业缺
口最大。

24日，记者在三八路人力资源
市场看到，不少餐馆、宾馆都打出

了招聘信息。“秋收返乡潮带走了
大量城市务工人员，加之国庆长
假，一些快递员请假返乡探亲或农
忙，现在人手紧缺。”天天快递负责
招聘的刘女士说，她们公司有10余
名快递员，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
员工提前请假回家。

农民工从业较多的建筑、安装
等行业用工荒现象更是明显。刘先

生准备招聘三名卫浴安装工，十月
份最高可领到3500元的工资，较平
时高两倍，但愣是没有招齐人。“国
庆期间，是家装市场的旺季，活多
的连轴转，可现有的安装工有两名
要回老家忙秋收，我不得已才来人
才市场招聘，准备再招三人，但目
前仅一人有意向。”

“每年这个时候人手都比平时

紧张不少，很多人都回家收玉米去
了。”经济开发区一加工制造厂相
关负责人朱兴和称，目前德州服务
业从业人员中有八成是进城务工
者，一年中很少有回家的机会，春
种、秋收、春节等成为他们回家的首
选。“我们也理解打工者回家的心
情，所以适当提高了福利待遇，但短
期用工荒的现象还是无法避免。”

“这种季节性的招工难关键还
是在人员的流动上。”德州市人社
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从用工结构
看，出现用工缺口的行业，涉及建
筑、快递、餐饮等服务行业，多是进
城务工人员从事这些工作，受用工
结构的影响，流动性强。“秋收只是
季节性短暂缺工，预计秋收过后，
务工人员返城将会得到缓解。”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王明婧 李明华 ) 23

日，在德州工作的张然接
到同学电话，希望他参加
其10月8日的婚礼。放下电
话后张然顿感压力大，这
是他这几天内接到的第四
个婚礼邀请电话了。

张然今年20多岁，正
是周围朋友扎堆结婚的年
龄，尤其到了十月份，2000
多元的份子钱几乎掏空了
他的腰包。市民韩先生在
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他的
朋友10月10日结婚，“我们

几个关系好的，开始想随
1314元，后来觉得有三有
四不吉利，正在考虑是给
1000元还是2000元。”韩先
生说。

“礼金价位近几年涨
了不少，现在大多都是200
元，随100元的人一般就不
去吃饭了。”在国企上班的
王秀琴说，有的年轻人爱
面子，不顾自身能力随高
额份子钱，不是很理性。

“说到底份子钱是礼尚往
来的，拿钱的人还会还回
来，高额随钱让双方都很

难受。”
德城区婚庆协会会长

于洪庆告诉记者，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份子钱也
水涨船高。德州市场上的
喜宴价格大部分至少700
元一桌，一桌10个人，加上
烟酒糖，100元的份子钱已
经不够了。按照普通的人
情关系来看，大部分人都
是随200元钱，关系较好的
可以随三、五百不等，份子
钱的多少显示人情的往
来，“但是随份子钱也要理
性，量力而为。”

份子钱一涨再涨

随随110000元元都都不不好好意意思思吃吃饭饭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
员 邵振文) 中秋节过后，一些节前未售
出特别是保质期时间较短的食品已过期或
临近到期，为防止部分不良商贩涂改生产日
期，通过不正当渠道销售到偏远农村，使过
期食品回流市场，近日，夏津县工商局开展
了节后食品市场专项检查活动。经检查，辖
区内未发现有销售过期、变质和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食品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重点对超市、商
场、食杂店及集贸市场内食品经营户进行拉
网式检查，主要检查各经营户所经营食品的
来源和有关销售情况，包括索证查验、进货
销售登记台帐执行等情况，重点对未销售食
品的处理情况，包括与生产商、批发商的销
售协定和回收制度等进行检查。

针对一些不法商贩向城郊、农村地区低
价兜售过期月饼问题，执法人员对各月饼销
售商家进行逐门逐户检查，对其撤架情况进
行监督，严防一些不良商家将过期月饼、糕
点“改头换面”继续降价销售。

节后未发现
不合格产品

近日，在三八路人力资源市场，前去找工作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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