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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过年年巧巧花花钱钱，，春春节节不不再再是是““春春劫劫””

离春节还有十几天时间，
很多人开始订购回家的车票
或机票，开始准备去超市购置
年货，节前消费的大幕缓缓拉
开。“在这个什么都涨、工资不
涨的年代，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花出去，真心疼啊。”临近过
节，也有人吐槽：春节又要变

“春劫”！然而，如果掌握一些
花钱的技巧，这种窘境或许会
得到缓解。

过年新衣网上买

一件衣服省了200多块

过年穿新衣已经成为
一种不变的习俗，而商场
专柜的衣服动辄上千，很
多人只能翻完吊牌再掩面
走开。

在网购发达的今天，
淘宝像是一个万能的购物
神奇，已经成为代购和“抄
号族”的福地。小乐从元旦
之后就在考虑购置过年的
衣服，在滨州的几个大商
场转完之后，也碰到了几
件中意的衣服，而较高的
价格也让她犹豫不决，后
来，她在网上搜了一下同
款的衣服，价格要比商场

便宜200多元，在咨询过淘
宝店的客服后，迅速下单
购买。“现在省钱就相当于
赚钱了，衣服质量也跟商
场一样，非常划算。”

买年货刷信用卡

轻松攒积分

对于信用卡用户来说，
在消费量激增的春节，绝对
会有一席用武之地。过年买
的东西较多，去银行取钱可
能还会出现排队的情况，花
钱太多，现金的携带也不方
便，而有一张信用卡，以上问
题即可迎刃而解。

白领刘先生说，年底
的开销太大了，信用卡的
额度有点不太够，刚刚跟
信用卡中心申请了临时额
度，“需要买的东西太多，
实在不行就等节后申请分
期，压力也可以小点。”

据了解，临近过节的消
费旺季，银行也推出了很多
刷卡优惠政策，刷卡的同时
还可以赚一些积分。另外，
很多银行和商家也会推出
餐饮和娱乐的刷卡优惠，充
分将消费者的省钱事业进
行到底。有这方面需求的市
民不妨多多加以关注。

兴兴业业银银行行发发售售多多款款高高收收益益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日前,记者从兴业银行

滨州分行了解到,该行于即
日起至1月20日发售多款理
财 产 品 , 产 品 涵 盖 私 人 银
行、天天万利宝系列、现金
宝系列等种类丰富的产品,
帮助投资者获取更多投资
收益。

据悉 ,即日起至1月20

日期间,兴业银行推出私人
银行客户专属人民币理财
产品 ,投资起点100万元 ,95
天、175天、356天理财期限,
预 计 年 化收益 率 6 . 2 % -
6 . 6%。

同期,兴业银行推出高
资产净值客户专属理财产
品 ,投资起点30万元 ,92天、

181天、266天理财期限 ,预
计年化收益率6%-6 . 3%。

另外,兴业银行在售理
财产品中“天天万利宝”理
财产品也值得大家关注，5
万起点，14天、28天、68天
理财期限，预期年化收益
5 . 4%-6 . 07%。

兴业银行滨州分行理

财师表示,兴业银行在近期
推出的理财产品十分丰富,
期限多样且预期收益率相
对较高,能够满足投资者的
投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 ,
同名他行借记卡来兴业购
买理财产品还可享受免费
刷卡服务。(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苏鑫)

工商银行滨州分行

为旺季服务提供安全保障

为切实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保障旺
季服务工作。工商银行滨州分行针对春
节前后是案件高发期特点，结合本行实
际 ,多措并举，全力为服务提供强有力安
全保障。

强化案件防范责任制落实。认真履
行岗位职责，严格安全防范责任制落
实，逐级签订案件防范责任制，及时消
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保证各项
安防制度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切实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各支
行高度重视冬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依
法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配齐配足，管
好消防设备、器材，规范用电、用火制
度，严禁在办公和营业区域存放易燃易
爆等危险物品，定期开展消防检查，及
时消除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

积极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工作。要求
各支行积极与公安1 1 0报警指挥中心、
守押公司联合组织开展防抢、防盗、防
爆、防火预案演练，不断提高一线员工
处置突发事件的技能；同时要求提供详
细的演练内容过程、实施方案、参加人
员和影像资料上报分行保卫科备案待
查，为旺季的服务工作营造安全的运行
环境。(姜新奇 )

玩转七宗“最” CR-V开启无敌模式

七宗“最”之：销量。从
2004年进入中国以来，CR-V
几乎不断刷新着中级SUV销
售记录，2009年CR-V全年销
量突破10万辆，开创了SUV销
售新纪录，2010年势头更甚，9
个月完成10万辆销售大关，
2011年7月底，在中国销售已
累计突破50万辆，CR-V也成
为中高端SUV市场首款销量
达到50万辆的车型，短短两
年，CR-V又先后率先突破70
万辆、80万、90万辆大关，

七宗“最”之：节油。CR-V
配置了最新的E-CON智能化
绿色节能辅助系统，充分提升
环保性能。2.0L两驱车型综合
工况油耗为每百公里8 . 0L，
2 . 4L四驱车型综合工况油耗
仅为每百公里9 .0L。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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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降低油耗。

七宗“最”之：安全。如今
的CR-V在安全方面再次升
级，强化高刚性车身，全系标
配六安全气囊系统等同级别
车中高版本才有的安全配置，
同时还配备了HAS上坡辅助

系统，以及VSA车辆稳定辅助
系统+EPS动态自适应电动助
力转向系统等高科技安全配
置。这也让CR-V在更为严苛
的2012年新版C-NCAP安全
碰撞中，以57分(满分61分)创
下五星安全，且始终保持最高
分。

七宗“最”之：口碑。良好
的口碑来自于产品的品质，更
来自于品牌的信赖，这是其他
厂商趋之若鹜却不可多得的，
一款好车，能够成为可靠的伙
伴，而一个品牌，却足以支撑
家庭的幸福梦想。

七宗“最”之：魅力。无论
外在还是内在，CR-V都魅
力十足。三层式镀铬隔栅、大
气的前后保险杠、回锋式车
尾造型及炫目尾灯造就时间
经典且深入人心，而如果置
身车内，更能感觉到迎面扑
来的精致空间，3D数字化多
层次显示仪表盘，集多功能
快捷键、音响控制、定速巡航
系统控制、智能化多功能显
示系统控制键于一身的三辐
真皮方向盘，都为驾驶者营
造了超凡体验，更有贴心配
置的双后座儿童安全座椅固

定设备(ISO FIX)，魅力无
处不在。

七宗“最”之：环保。环
保，不妨从东风Honda聊起，
秉持着“为孩子留下一片蓝
天”的环保理念，从建设绿色
工厂、生产绿色产品、加强绿
色采购、构建绿色销售、注重
绿色成长到成为绿色公民，
构 筑 绿 色 价 值 链 ，东 风
Honda是汽车行业中唯一一
家获得“国家环境友好工程”
奖项的企业。以此为背景诞
生的CR-V早在2008年就获
得了环保部下属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颁发的“绿色之
星”证书。环保，不妨就从拥
有CR-V开始吧！

七宗“最”之：保值。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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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连续四
年力压豪车夺得SUV类第一
名，这也是对CR-V保值率高
的权威认可。值得一提的是，
在报告中，CR-V的表现甚至
在整个20-30万的车型之中都
名列前茅，更远高于途观、
RAV4等同类竞品，其保值率
的优异程度无需赘言。

记者 李婷婷

车界资讯

东营泰岳星徽奔驰

东城店盛大开业

五岳泰为首，星徽耀九州。1月7
日上午10点，东营第二家梅赛德斯
奔驰4S店在黄河路以北天目山路以
东的 4 S 店内举行了盛大的开业仪
式。李玲玉、李雨儿等多位明星佳丽
现场助阵，新加坡知名主持人易凌
全程主持。政商友人、各合作单位、
东营各大保险公司到场祝贺，现场
气氛隆重而热烈。东营泰岳星徽奔
驰东城店的建成将进一步优化奔驰
东营地区的销售渠道，形成更强的
品牌覆盖力。

东营泰岳星徽汽车有限公司董
事长岳曰安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他一方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了
感谢，感谢广大奔驰车主对泰岳星
徽的支持和厚爱，另一方面对新的
一年做出了规划。

作为东营地区唯一一家经营北
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及梅赛德斯-
奔驰(中国)有限公司共同授权的奔
驰4S店，东营泰岳星徽汽车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汽车销售、售后服务、零

配件供应、信息反馈及DMS全球化
网络管理为一体的全新奔驰4S店，
拥有全套专业奔驰汽车保养、维修
诊断设备。严格按照德国梅赛德斯-
奔驰汽车公司最新标准、最高规格
建设的奔驰4S店，由德国KAB建筑
规划事务所建筑师亲自主笔设计，
依据Autohaus250规格建设而成，建
筑中处处体现现代文明工业，中西
合璧，注重科技及环保的应用。

东营泰岳星徽汽车有限公司一
直追随梅赛德斯-奔驰“唯有最好”
的服务理念，经过三年的发展，累计
销售近3000台，服务车辆24000余台
次。为了能给以东营为中心城市的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奔驰车主提供更
好的服务环境及服务品质，泰岳星
徽在硬件上积极投入，总投资5000
余万元，占地27亩，一期工程新建展
厅面积6400余平，展厅三层设计为
车主俱乐部，预计2014年6月可投入
使用，二期工程售后服务车间面积
3000余平。

一等6年，一场爆满。1月12日，
在北京汽车滨州华洋 4 S 店举办的

“北京汽车BJ40新车品鉴会”圆满落
幕，魅力指数爆棚。来自滨州市及周
边地区的数十名媒体记者和越野爱
好者齐聚一堂，共睹即将上市的北
京汽车首款越野车BJ40的风采。

前脸五方孔进气格栅配合外方
内圆前大灯设计显得孔武有力，侧
面与二代军车勇士同样的L型设计
简洁流畅、霸气十足。不少车友表
示，与圆润阴柔的城市SUV 相比，
BJ40设计简洁、直率、阳刚，更像是
男人的车。但也有女车友喜欢BJ40，
认为这款车看上去既时尚又霸气，
颇具安全感。

冬季进入青藏高原，本身就是
一件冒险，但在高原、高寒的冻土起

伏路、冰雪路、沙土路、坑坡路、搓板
路，以及没过车轮的水渠、布满鹅卵
石的干涸河床等多种艰难越野路
面，B J 4 0充沛的动力、出色的通过
性，将强悍的越野性能展现得淋漓
尽致，让现场观众无不叹服。

据北京汽车滨州华洋4S店袁总
介绍，“BJ40上市将同步推出官方改
装版，包括城市改装和越野加强改
装，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自己动手改
装的车友来说，BJ40提供了更丰富、
个性的选择，因此魅力十足。”

在产品实力带给大家惊喜的同
时，BJ40价格也给大家带来了更大
的惊喜——— 此次上市三个车型价格
分别为：2 . 4L手动穿越版146800元、
2 . 4L手动征途版156800元、2 . 4L手
动酷野版186800元。

够威够硬

百变北京40定义硬派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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