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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运河车市

1月18日一汽欧朗两厢济宁区域上市发
布会在金丰达旗舰店隆重举行，作为一汽
欧朗三厢轿车的改款升级版，一汽欧朗两
厢轿车在商品品质、配置、安全性以及空间
上的均衡表现全面提升了其高适用性，用

“均衡出色、处处精彩”的优异表现，为消费
者打造了更实用的汽车生活，也为在两厢
车市场中注重品质与理性生活的消费者提
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

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在品质的锻造上保
持着严谨、认真的态度，从研发设计到生产
制造都力求为消费者打造更优质的汽车。
欧朗两厢轿车基于经典德系平台，并在此
基础上升级，实现了车身强度、悬架调校、
转向等多个部件的升级强化，对增加车辆
内部空间、提升安全性、操控性和舒适性都
有很好的助力作用。诸多高端配置不仅为
消费者打造了更加实用、舒适的生活享受，
加之6 . 68万-8 . 18万的价格，性价比优势可见
一斑，大大提升了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在同
级中的竞争力。可靠的品质、丰富的配置、
放心的安全保障、灵活宽敞的空间，一汽欧
朗两厢轿车致力为注重汽车品质和理性生
活的消费者带来一种全面均衡的汽车生活
享受。相信，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必将与车主
们一起开启全新精彩的汽车生活。(缪大鹏)

欧朗两厢济宁区域上市

济宁市汽车销售服务业协会2013年先进
表彰大会暨2014新春联欢会于1月19日下午隆
重召开，济宁市汽车行业各界精英人士，协
会96家会员单位负责人荣耀汇聚，济宁市政
府部门领导，汽车界各大媒体包括齐鲁晚
报、凤凰汽车网、济宁日报等受邀出席盛会。

协会会长曹霞首先发表年会致辞，她表
示：“七年以来，济宁汽车协会秉承“团结、协
作、共赢、发展”的宗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
心，发挥桥梁作用，不断拓宽工作领域，团结
带动会员单位创新服务、回报社会，为推动
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
2013年的销售数据来看，整个市场相较于前
两年已经开始回暖，且高于年初业内的普遍
预期。

曹霞会长表示，2014年汽车销售服务行
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环保、限购、限牌
等政策的逐步实施，将成为制约汽车销量的
重要因素。会员单位要保持清醒头脑，面对
市场变幻，保持理性判断，积极应对挑战，严
格自律，团结协作，特别是在“三包”政策落地
的背景下，做到销售与服务并重，站在行业
的高度，形成共识和合力，充满信心，共同奋
斗。年会现场对2013年济宁市汽车销售服务
行业“先进个人“、”先进单位”进行表彰。济宁
金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30个单位获
得“济宁市汽车销售服务行业先进单位称
号”，授予卢志华等48名同志“济宁市汽车销
售服务行业先进个人称号”。(缪大鹏)

1月18日，东风风神2014济宁第一

团疯抢惠在济宁天虹专营店内如期

举行。活动现场既有厂家领导的莅

临指导，也有众多媒体的参与支持，

100名客户汇聚于此，共同见证这场购

车钜惠盛宴。在本次的团购疯抢惠

中，东风风神济宁天虹专营店年终

完美收官，现场购车场面十分火爆，

再次续写销量传奇，订单突破50台。

2013年，东风风神为感恩回馈广大山

东新老客户的支持与厚爱，在齐鲁大

地掀起一股感恩钜惠狂潮，唱响山

东汽车市场的最强音。2014年伊始，

感恩钜惠狂潮再次来袭，为济宁广

大新老客户精心打造购车盛宴。在

本次的团购疯抢惠中，济宁天虹专

营店为广大车友精心推出了S30、新

S30感恩版、H30CROSS、A60 1.6L等

四款车型，破冰价格，直降万元，此

外，还精心准备了多重大礼，订车

客户通过玩转大屏幕、转动大转

盘、分贝挑战赛、投篮赢现金等形

式进行抽取，最后由厂家领导进行

终极大奖的抽取，品牌冰箱、洗衣

机、高档电暖气应有尽有，让每一位

购车客户满载而归。从容进取，品质

生活。东风风神始终坚持以“满意到

家”服务客户，彰显央企品牌魅力，在

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的关注与青睐，以冠军引领华

系方向，以质量驾驭自主未来！就算

是寒冷的冬天，也要火热起来！2014，

与风神一起快乐冲刺吧，马年马到成

功，马年马上有风神！(缪大鹏)

从今年1月1日起，商用车国四
排放标准在我国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一直领跑国内商用车行业的庆
铃汽车宣布：在延续一流品质、服务
的前提下，该公司旗下五十铃轻、
中、重型全系列国四车型已全面上
市，而单车售价仅微涨3%左右，远低
于同业平均涨幅。

“排放标准升级是对国内商用
车企业整体实力的一次考验。对庆
铃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机遇。”庆铃
汽车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在环境
污染已经成为人们最关注话题之一
的今天，国三升国四既是商用车企
业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
企业乃至行业转型升级的一次契

机。受益于强大的研发制造实力，以
及与五十铃近30年紧密合作，庆铃
此次国三升国四底气十足。据介绍，
早在几年前，庆铃便开始对发动机
国四排放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
准备，目前已具备对应国五及后续
排放法规的潜力。提前储备技术、提
前谋划成本控制方案，也使得庆铃
此次全系升级排放标准后，产品售
价涨幅能远低于竞争对手。

据了解，除排放标准三升外外，

此次升级上市的“庆铃造”商用车，
在产品规格方面也有不小变化：新
增了全新外观的国四100P轻卡，还
新增100P轻卡轴距为3815mm的新规
格、700P中卡气制动方式的新配置、
600P/700P带一排半卧铺的新型驾驶
室；同时依托原厂底盘，开发出移动
售书车、翼展车、鸡苗车、仓栅车以
及各种温控冷藏车，以满足了城市
物流发展的新需求，为用户提供全
程物流解决方案。(缪大鹏)

济宁汽车协会
2014年年会隆重召开

商用车国三升国四 庆铃再穿“领骑衫”

东风风神2014济宁第一团疯抢惠订单
突破50台

守护梦想前行，沃尔沃全新
S60L北区上市巡展济宁站于1月17

日大器登场。笔者从沃尔沃济宁恒
昌4S店了解到，本次上市巡展包含
全新S60L车辆信息介绍、产品讲
解、促销政策公布、互动游戏及有
奖问答等。

与进口S60车型相比，沃尔沃

S60L在诸多细节方面加入了讨好
国人的设计元素。而这更是充分体
现到了S60L分别在前脸进气格栅
处增加了镀铬装饰外框以及在车
尾底部加入了镀铬装饰条。沃尔沃
S60L分别搭载了2.0L直列五缸涡轮
增压发动机，分高低两种功率调
校，其中低功率最大输出功率

132kW，峰值扭矩300N.m。而T5高功
率版最大输出功率达到了157kW，
峰值扭矩同样为300N.m。传动部分，
与其匹配的依旧是那款6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

翻看S60L配置单，你会发现数
十项内容，从常见的无钥匙进入、
上坡辅助功能到专利性的增强版
城市安全系统、行人和自行车碰撞
安全系统等，可谓武装到“牙齿”。

伴随着沃尔沃S60L的成功上

市，至此定位于入门级豪华轿车市
场的它正式加入了“L”阵营当中
去。宽敞的后排空间在让其与奥迪
A4L、宝马3系Li处在了同一起跑线
上。而整体偏向稳重及舒适定位
S60L与偏向运动的进口的S60车型
很好的形成了互补，面对着竞争激
烈的入门级豪华车市场，沃尔沃旗
下两款中型车S60L及S60的双拳冲
击将有望进一步扩大其现有市场
份额。(恒昌)

沃尔沃S60L北区上市巡展济宁站完美收官

春节日益临近，很多车主会
选择自驾回家。自驾回家前最好
为爱车做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
不过，仅仅做到保证车辆能够正
常使用也只是安全行车的第一
步。对于安全行车，更重要的还
是开车的人，那就是驾驶员行车
经验以及安全意识。

尽量避免夜间行车
夜间行车对司机的视线影

响非常大，视力也面临严峻的
考验，不仅容易忽视交通标志
标线还容易错过出入口导致走
错路线。

夜间行车，特别是午夜以
后行车是最容易瞌睡的时候。
此时，由于不能见到道路两旁
的景观，对驾驶员兴奋性刺激
物小，容易导致驾驶疲劳。很
多事故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
般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故，
由于车速快，事故都会非常的
严重。

防止疲劳驾驶
疲劳驾驶是一种严重的交

通违法行为，驾驶人疲劳时，会
出现视线模糊、腰酸背疼、动作
呆板、手脚发胀或有精力不集

中、反应迟钝、思考不周全、精神
涣散、焦虑、急躁等现象。如果仍
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
事故的发生。

春节自驾车回家，少则几个
小时，多则昼夜兼程，而且往往
是走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行
车，驾驶人的精力始终处于高度
紧张的状态，体力消耗增大，而
且会不知不觉地提高车速，甚至
丧失制动减速意识。在这种环境
下长时间驾驶车辆会感到单调、
枯燥，既容易产生松懈或疲劳。
因此，驾驶人没有休息好或感到
有点疲劳时，不要驾车进入高速
公路。

规划路线防止走错路
许多车友都有过行车走错

路口的经历。走错路口很麻
烦，多跑冤枉路，浪费汽油、
多花过路费这些还只能算是小
事。走错路线往往造成驾驶员
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为安全行
车埋下了隐患。

了解车内功能的使用方法：
很多驾驶员自驾回家可能

开的是朋友的车或者租来的
车。往往对车辆的性能一知半

解，对车辆的很多功能还不熟
悉。因此，长途驾驶之前要对
车辆做个全面认识，这并非无
稽之谈，尤其是GPS、空调除
雾、音响等较为常用的配置，
一定要事先弄懂，不要边开车
边研究，容易分心。

路过服务区及时加油
车上有油，开车不愁。不

要轻信行车电脑提示的剩余可
行驶里程，而是要看油表显示
的油量。现在很多车辆的行车
电脑都会显示平均油耗、瞬时
油耗及剩余可行驶里程等。但
是大家切莫过于相信剩余可行
驶里程，由于平均油耗的变
动，可行驶里程的数值也是变
动的。通常在高速路行驶时平
均油耗相对较低，行车电脑显
示的可行驶里程会比较高，而
一旦路遇堵车平均油耗会迅速
增大，此时行车电脑显示的剩
余行驶里程往往让人措手不
及。(剩余可行驶里程：当时发
动机运行工况下(燃油消耗量)剩
余燃油的可行驶里程。此数值
不等同于实际剩余行驶里程，
这个数据是即时的。)

避免饥饿驾驶 饭后即赶路
人到了早上已是腹中空空

了，血糖自然降低，血糖低就会
造成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反应
迟钝和记忆力下降，这常常是许
多车祸发生的原因。司机在血糖
过低的情况下开车，犹如酒后驾
驶一样危险。

饿了不行，过饱也不行。司
机开了一上午的车，已是身心疲
惫，而饱餐后人们更容易犯困，
为了避开“危险的15分钟”，最好
在用餐后休息一下。否则勉强赶
路，司机太疲劳了，就容易出现
交通事故。

贵重物品随身带
很多车主都习惯把一些贵

重物品放在车内，很多人以为放
在“偏僻”的行李厢或者座位下
就可避开盗贼的贼眉鼠眼，结果
却损失惨痛。更马大哈的车主会
把重要物品忘在醒目的仪表板、
行李厢隔板或者座椅上面，更是
惹人注意，更容易被盗。其实，不
仅被车主当作保险箱的汽车并
不保险，甚至连这个“保险箱”也
可能自身难保，车主对于车辆防
盗，切不可粗心大意。（宗合）

春春节节自自驾驾回回家家行行车车安安全全第第一一
岁末奖项角逐激烈
海马S7终获“中国最佳自主SUV”

近日，今晚报2013年度汽车总评榜奖项
揭晓，经过激烈角逐，海马S7众望所归，荣获

“中国最佳自主SUV”称号。作为一年一度的
汽车业界盛事，今晚报汽车总评榜以其公
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和广泛参与性而受到
经销商及厂商的高度重视，也成为消费者的
购车消费向导。“中国最佳自主SUV”的奖
项，无疑是对海马S7销售业绩的肯定，同时
也表明依靠技术优势的不断提高，海马S7已
经赢得越来越多市场关注及消费者欢迎。

海马S7是海马汽车自主2 . 0时代全新打
造的一款技术型SUV明星车型。在海马骑士
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一经上市，
凭借出色的操控技术、全面安全技术、高效
节油技术和智能便利技术、精湛品质工艺迅
速受到消费者的关注。海马S7共有6款车型
可选，厂商指导价格从10 .68万元到14 .68万元
之间不等，自动、手动各三款，车型丰富并满
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新年临近，海马汽车为
您奉上多重优惠活动，抽奖、礼品、购车优惠
好礼不断，如果您正准备趁年底入手一款海
马S7回家过节，现在正是好时机，欢迎到海
马汽车济宁鑫源店详询。（孙涛）

饮茶在我国，不仅是一种生

活习惯，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

化传统。“以茶待客”最普及、最

具平民性的日常生活礼仪。

客来宾至，清茶一杯，可表敬

意。洗风尘、叙友情、示情爱、重

俭朴、弃虚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一种高尚礼节和纯洁美德。

茶与礼仪已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现代社会，以茶待客更成为

人们日常社交和家庭生活中普遍

的往来礼仪。好的茶礼，不仅是对

客人、朋友的尊重，也能体现自己

的修养。

喝茶让人享受，送茶更代表一

种感情。送茶不仅是一种时尚，它也

是一种感情的交流，送茶给父母、给

朋友，代表的是敬意和关爱。

春节来到，磐安县清连香名

茶有限公司山东总部济宁豪德商

贸城清连香茶业也迎来了一年最

繁忙的时节，为了回馈广大消费

者的支持和厚爱，清连香豪德总

部特推出了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生

态龙井茶，绿茶、白茶、乌龙茶、

红茶、普洱茶以及口杯茶具等数

百种茶品，还有多款礼盒及新款

大容量实惠装礼盒，全部零利润

销售，实实惠惠的价格 +精美的

礼盒包装，是广大消费者以茶待

客和走亲访友的最佳选择，选择

清连香，让您享受经济实惠不冤

枉，选择清连香，让您享受健康引

领时尚。

清连香作为茶行业的领军

者，一直奉行品牌 +原产地的理

念，致力将各地最优质的名茶带

给广大的茶叶爱好者。本企业坚

持“ 诚 信 为 本 ”的 经 营 理 念 ，以

“弘扬中华茶文化、振兴民族茶产

业”为己任，不断引领着中国茶行

业的发展。同时也将以更多优质

的茶品和更加优良的服务回馈社

会，不断弘扬中国茶文化，努力铸

造中国茶叶第一品牌！

喝喝茶茶喝喝健健康康 引引领领新新时时尚尚

为迎接马年的到来，南池展
示中心举行买旺铺幸运砸金蛋活
动，更有iphone5等豪礼驾到，同时
买旺铺年底钜惠最高享1000元/平
米，当然来访还有精美礼品相
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014济宁投资请到南池展示中
心，买铺必买沿街现房旺铺！！

铺以街为贵

一般而言，选择临街的商铺
和能留得住人流的商业铺面，投
资风险都相对较小。由于其临街
将带来交通便利，人流车流都十
分充足，商业浓厚等有利因素，
使其成为最聚客的地段。南池片
区以柳行路与环城西路为交汇点
是南池的核心区域，目前环城西
路越河桥即将达到通车条件，环

城西路商业价值进一步向南池区
域拓展，因此环城西路与柳行路
将构建起商业发展的主引擎。沿
街商业绝对值得购买。

好“市“
所谓“市”，一是拥有稳定

的高端消费群体，项目周边云集
多个高档小区，公务员小区上
房，消费群体正逐步提升，同时
刚交房的小区也众多，因此商业
机会自然出众；二是指商铺经营
业态贴合区域需求，项目部分商
业已经进入交房状态，业态均能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三是大型商

家入驻的风向标，建设银行、济
宁银行、邮储银行、英特力等众
多大型知名商家金融机构等均已
入驻。

最高优惠1000元/平米！！现
房沿街旺铺全城热销

伴随着环城西路与柳行路沿
街商业的热销，沿街130-343平米
旺铺全城应市紧急加推，买铺必
定买沿街现房旺铺已成为所有投
资者的共识，买沿街铺拥有较高
无风险的投资价值，买现房铺，
更可以立买即用。

（王锦）

投资新南池 财富新领地金马贺岁

砸金蛋拿iphone5环城西路龙行路旺铺火爆抢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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