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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天天到到市市民民文文化化中中心心赏赏车车吧吧
来就有精美礼品相赠，本报车展让您不虚此行

30日，由本报主办的2014齐鲁(聊城)秋季汽车文化博览会在聊城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举行，车展现场
进口车、合资品牌、自主品牌汽车同台竞技，百余辆款式各异的靓车让你一次看个够。市民只要到场按
要求登记均有精美礼品相赠，现场扫描二维码或关注本报公共微信号，还可参与免费抽车活动。

本报记者 张召旭

2 9日，记者在聊城市民
文化活动中心看到，各参展
商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布展，
其中不少参展商都是搭建了
高标准的展台。“大区领导很
重视这次车展，所以我们备
展也是不遗余力，还有就是
为了最后一个季度冲量取得
开门红做准备。”正在布展的
经销商表示。

据粗略统计，本次车展
共有20多个汽车品牌参展，车
展各色豪车争奇斗艳，也有经
济型轿车姿态万千；既有经典
车型宝刀未老，也有新车崭新
亮相。多种车型风情各异，为广
大车迷和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绝

伦的汽车盛宴，让车迷们实实
在在地过把瘾，挑个够。本届车
展除具专业性外更具娱乐性，
让观众在观赏众多新车的同
时，体验到浓郁的汽车文化时
尚，进而达到人车互动、人人互
动的全新展示模式，进而充分
体现出本次车展以人为本的全
新展览服务理念，诠释汽车文
化的真正含义。

为了在展会上取得好成
绩，各参展商也是精心准备了
各种优惠和精美礼品送给消
费者。据不完全统计，光是优
惠万元以上的车辆就多达十
余款，在这个金秋十月本报车
展你不容错过。

百余款靓车让你一次看个够

9月30日至10月3日车展期
间，凡是前来逛车展并按照相
关要求登记的市民均有精美礼
品相赠。此外，参与车展的市民
只要现场关注本报微信公共号
或扫描二维码就有机会参与抽
取大奖活动，大奖为免费汽车
一辆(税费自付)。

此外，凡是在本报车展上
购车订车的市民，除去可以享
受经销商的折扣优惠外，本报
还将为每天前20名购车者送上
价值近千元的精美大礼包一
份，其中包括酒水、茶叶、蜂蜜
等，先到先得。只要您在车展期
间签订了购车协议，那么抓紧
时间带着相关证明到服务台领
取大礼包。

为了回馈水城市民，本次
车展设置了汽车团购活动，目
前已有百余市民报名汽车团
购。本次团购将为消费者提供
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全款车
型和最实在、最便捷的购车渠
道，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并委派资深砍价团与车商谈
判，为团购成员争取更多的实
惠。加入本报汽车团购不收取
任何附加费用。

同时本报还将在车展现场
设置团购报名处，市民也可以
现场报名团购。凡是团购同一
车型人数达到30人或经销商要
求人数时，就会从购车者中抽
取一位幸运者，可以以半价购
买该款车型。

参与汽车团购还可半价购车

为了丰富齐鲁车展文化内
涵,促进参展商与现场市民的良
性互动,满足聊城车迷的观展要
求,在本届车展上,本报将推出齐
鲁秋季车展摄影大赛。在四天车
展期间，参赛选手可以在展馆内
自由拍摄，作品题材不限，内容
不限。可以是车模、车辆，也可以
是车展现场任意的人或发生的
任何事情。但参赛作品必须为原
创，如有发现或者举报作品为抄
袭者，车展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

资格。
参赛者可以把自己认为最

完美的照片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zxqlwb@126 .com)传至车展组
委会,并留下自己的姓名及联系
方式。车展结束以后 ,组委会将
聘请专业人士公平挑选出最好
的照片进行评奖,评奖结束后,本
报将把获奖的照片及名单在车
展之后刊登,届时会通知获奖市
民来本报领取现金大奖。

本次比赛共设一等奖1名 ,

奖金1000元；二等奖3名 ,奖金
500元；三等奖10名,奖品为价值
280元的精美礼品一份。

本次车展将在聊城市民文
化活动中心举办，交通十分便
利，位于老城、新城交界处，有
7 条 公 交 线 路 可 直 达 车 展 现
场。6路、1 0路、1 8路、1 3 9路、
315路、329路、436路可以直达
车展现场，市民只需就近乘车在
聊城市民文化活动中心下车即
可。

拍车模靓车赢千元大奖

本报车展上的名模靓车不容错过。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本本报报““十十一一””相相亲亲会会明明天天启启幕幕
地点：市民文化活动中心，活动将持续两天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王瑞超) 本报“爱在十一，情暖
金秋”大型相亲会10月1日正式
拉开帷幕，活动在聊城市民文化
活动中心举行，持续两天。

经过近一个月的翘首企盼，
本报“十一”大型相亲会终于揭
开神秘面纱，于10月1日在市民文
化活动中心与大家见面，这个

“十一”寻觅爱侣不是梦。
由于报社报名已经截止，有

意报名者可于现场直接参与报
名，主办方特设现场报名专席。

现场活动异彩纷呈，主办方
为会员们准备了“心动就贴”、

“八分钟约会”、“非诚勿扰”等相
亲环节。万事俱备，就等你来！

本报“爱在十一，情暖金秋”
大型相亲会是本报主办的第十
七届相亲会，为帮助无数水城单
身男女脱单，他们都已通过本报
相亲会走进幸福婚姻。就在前不
久的“七夕”相亲会上，陆续传来
相亲成功、沐浴爱河的消息，更
有不少会员准备订婚、结婚，他
们还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报名
相亲会。

还记得年初的愿望吗？“马
上有对象”的承诺实现了吗？机
会不容错过，本报“十一”相亲会
帮你搞定。

活动地点：聊城市民文化活
动中心，市民可乘坐6路、10路、
18路、139路、315路、329路、436
路公交车就近下车。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王瑞超) 本报“十一”相亲

会报社报名已截止，届时未能
报名者，可于10月1日、2日活动
期间现场报名。

“明天还能报名吗？刚从
外地回来没报上名怎么办？”
29日下午邢女士打来电话，她
出差多日刚回聊城，未能赶上
报名。

莘县的李女士平时上班
忙，想报名相亲会但迫于距离
和工作原因未能赶来，29岁的
她工作稳定、性格温和，今年
的最大愿望便是找个心仪的
他，“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咱报
社的相亲会了，今年国庆节也
不出去玩了，当务之急就是把
找对象这个事定了。到时候去
现场报名好好选选。”她告诉

记者。
咨询电话接踵而至，为

此，本报特设置活动现场报名
专席，未能在报名点报名者可
直接于10月1日、2日活动期间
现场报名，现场报名者需携带
身份证。

本届相亲会本报将一如
既往对报名者负责 ,报名参加
相 亲 会 需 报 名 者 出 示 身 份

证，户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
单身的材料 ,例如离婚证明、
单位或居住地出具的单身证
明等。

报名相亲者需提供真实
准确的个人资料 ,如有虚假 ,主
办方不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
责任。由报名者个人原因产
生的任何风险或损失 ,主办方
及承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活动期间也可以现场报名

相亲会现场活动异彩纷
呈，主办方特为默默无闻、腼
腆内敛族准备“心动就贴”环
节，为俊男靓女面对面沟通设
置“八分钟约会”，另外，大型
电视相亲栏目真实再现版“非
诚勿扰”。

八分钟约会：活动现场设
置八分钟约会环节，活动时
间：10月1日上午10:30分；下午
15:00。八分钟约会是一种非常
流行且神秘有趣的交友模式。

活动中 ,每一个参加者都有机
会跟参加活动的异性进行交
谈 ,交谈的时间规定为八分钟 ,

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自己
心仪的人谈话 ,同时又不会造
成你被人缠住 ,不胜其扰。当
然 ,最终目的只有一个——— 最
短的时间,结识更多的异性。活
动当天提前报名。

现场版非诚勿扰：活动举
办时间，10月1日下午16：00；现
场选择8位男(女)嘉宾按照编号

在主席台次第排开，嘉宾可进
行才艺展示，女(男)嘉宾依次上
场，采取问答方式彼此交流，嘉
宾现场点评，中意者现场幸福
牵手。活动当天提前报名。

心动就贴：每一位相亲会
员有一张个人海报 ,含有报名
者的个人情况、择偶要求、爱情
宣言和贴标签处 ,没有联系方
式。报名者或代替报名者到场
的亲友可以在中意的报名者相
亲处自愿粘贴自己的编号和联

系方式 ,被贴条者可撕下自己
海报上的贴条，根据编号找到
贴条的人 ,如果您觉得这人符
合您的择偶条件 ,就可以联系
对方,也可回帖。

“万事俱备，就等你来！”带
上美丽心情、载上幸福祈愿，去
聊城市民文化中心相亲吧！

这个“十一”让我们一起
High起来，去买心仪的车，去
找心爱的TA。出发吧！包您不
虚此行！

活动现场相亲环节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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