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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全新力作-骏
派D60是一款具有高性能、
高 安 全 、高 品 质 的 都 市
SUV。

高性能方面，骏派D60
搭载了1 .5L和1 .8L两种排
量的发动机。源于丰田并进
行技术升级的CA4GA系列
发动机，具有高功率、大扭
矩、低油耗的特性，历经市
场考验，性能高度稳定。
1 .8L车型发动机则采用了
丰田 2ZR发动机，技术领
先、知名度高、稳定性好。额
定功率为102 kW /6400r/
m in，最大扭矩为170 Nm
/3600r/min，与爱信原装进
口的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搭
配，使得整车平顺性更好，
油耗更低。

高安全方面，骏派D60

具有“十位一体”的主动安
全配置，包括TCS牵引力控
制系统、ESC车身稳定性控
制系统、HSA坡道起步辅助
系统、BOS刹车优先系统和
TPMS胎压监测系统等在
内10项安全系统。在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碰撞实验
室进行的两轮实车碰撞均
获得五星分数，并超过同级
别自主品牌车型的得分，成
为国内同级别车型中的安
全标杆。骏派D60碰撞高得
分的秘诀是因为它既搭载
了“十位一体”的主动安全
配置，还拥有6安全气囊、预
紧式安全带和H-Body车
身。其中，H-Body车身高强
度钢板使用量达60%以上，
最高强度达到1500兆帕，有
效保障了乘客安全。同时骏

派D60前、后盘式制动系统
的应用，确保了稳定的制动
力，有效减少制动距离。

高品质方面，骏派D60
采用正向开发流程，在设
计、开发阶段就与世界多家
知名企业合作，整车造型与
外观设计由意大利宾尼法
利纳公司完成，底盘由英国
MIRA公司调校。在中国一
汽的支持下，天津一汽整合
全球优势资源，关键部品均
由世界500强企业提供：如
丰田2ZR发动机，爱信6AT/
5MT变速器、德国大陆泰密
克的ABS/ESC，日本电装空
调系统、电喷系统、PEPS一
键启动+无钥匙进入、ISS智
能节油系统、丰田纺织的内
饰等等。

(李荣兰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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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拿霉霉烂烂变变质质中中草草药药给给患患者者用用
医托团伙大医院行骗谎称有秘方，近日被警方一窝端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刘常慧

穆炎) 怀揣着看病救命钱从农
村赶到医院，不料碰到医托，买
到假药钱财被骗。近日聊城警方
打掉一个重大医疗犯罪团伙，这
个团伙成员把患者骗出医院，更
为昧良心的是他们拿霉烂变质
的中草药给患者服用。

10月15日上午，特巡警大队
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抓获犯罪
嫌疑人10多人，带回大队审理。
经审讯，这是一个经常活动在市

人民医院周围，诈骗病人钱财的
重大医托诈骗团伙。经进一步审
讯，团伙成员陈某、张某、王某、
董某、杨某、黄某、金某等人对自
今年5月份以来，以假装看病的
名义，骗取受害人钱财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陈某等十一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一些来自农村的病人，卖
猪卖羊卖粮食，好不容易凑足看
病钱，来城区医院看病，没想到
却上了不法分子的当，不法分子

利用三寸不烂之舌，用一些霉烂
变质的中草药，夸大治疗效果，
使病人不但得不到有效救治，反
而加大病人病情。”特巡警大队
民警介绍，他们在聊城市人民医
院巡逻时，发现有人以假装来看
病的名义，在聊城市人民医院内
把前来就医的病人骗到聊城建
设路汽车总站附近一个药房内
看病拿药，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聊城市人民医院导医介绍，
为了防止医托混进医院骗取患
者，医院在门诊大厅内一个很大

的液晶显示器上打出公告，提醒
就医患者警惕行骗的医托。

导医台的工作人员介绍，医
院发现的医托往往混迹在就医
人群中，以“医院专家外出坐诊”
为名，骗取患者的信任，开车把
患者带到外面行骗。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医托对医院很熟悉，专
门对单独就医的老年人，尤其是
农村来的患者进行行骗。“我们
发现了就上前阻拦，避免患者上
当。”工作人员介绍，有时医托行
骗成功后，会假装成患者亲属，

搀扶着患者外出，医务人员很难
察觉。

“周一的时候，医托来的人
多。”工作人员介绍，周一上午患
者最多，医托就利用这个机会来
医院行骗。对目标对象宣传大专
家外出、有秘方、药到病除等骗
人的花言巧语。

“医院没有安排专家外出坐
诊。”聊城市人民医院导医台医
护人员提醒，患者到医院就医
时，一定要注意防止被医托骗出
医院。

莘莘县县农农商商行行徐徐庄庄支支行行

践践行行群群众众路路线线

加加大大““三三农农””服服务务力力度度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莘县农商行徐庄支行
切实转变“四风”，牢记“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不断加大“三
农”金融服务力度。

提升金融水平。该行紧抓柜
面服务工作，严格礼仪规范员工
行为。该行定期定期对客户进行
回访，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积
极实施银行卡助农取款“村村通”
工程，不断延伸金融服务触角，最
大限度地为“三农”提供覆盖面更
广、更加便捷的产品和服务。

深入开展基层调研。该行组
织人员深入村庄、企业、单位，广
泛搜集行情民意。“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倾听一线声音，征
集到“四风”方面问题和建议，找
准工作着力点，不断提高服务“三
农”的能力与水平，脚踏实地为

“三农”办实事、办好事。(祝少伟)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付红芳 )

记者从聊城市统计局获悉，今年9
月份，聊城居民消费价格(CPI)指
数同比上涨1 .6%，仍处于“负利
率”时期。在八大类消费品价格指
数中，烟酒类涨幅最高为6.8%，总
体价格波动不大。

统计数据显示，和去年同期
相比，蛋类价格继续上涨，并在食
品 类 中 领 跑 ，同 比 涨 幅 达 到
12.3%，液体及乳制品、干鲜瓜果、
粮食、水产品上涨幅度较大，分别
为7 .9%、2 .6%、7 .7%和4 .2%，而菜
类降幅最大为15.0%，肉禽及制品
微涨0.5%，环比降幅1.5%。根据统
计分析，由于今年天气较去年相
对较好，气温高，蔬菜产量大，部
分蔬菜滞留在当地，价格较去年
有所降低，但总体差别不大，幅度
在1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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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同比比上上涨涨11 .. 66%%聊聊大大发发起起““暖暖冬冬行行动动””爱爱心心捐捐助助
军训服装将捐给贫困农民工

本报聊城10月20日讯 (记
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王登
虎 ) 10月20日，一项名为“暖
冬行动”的爱心捐助活动悄悄
在聊城大学启动，捐助的物品
除了提供给学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外，2014级学生捐献
的军训服装将主要提供为周
边贫困地区农民工，以避免以
往军训服装成为“一次性”服
装的尴尬。

据介绍，聊城大学此次爱
心捐助活动是由学校工会及
大学生事务服务中心联合发
起的，10月16日对外发出了爱
心捐助“暖冬行动”倡议书。在

倡议书中，组织方倡议全校师
生向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捐衣捐物，捐助物品可以是毛
衣、外套、羽绒服、帽子、围巾、
手套等御寒衣物，也可以是书
籍、笔记本等学习、生活用品
及现金，但不接受鞋袜、内衣
等不易重复利用的物品。

在倡议书中，组织方还特
别提出，2014级学生可以将军
训服装捐献出来。对此组织方
有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因为学
校前不久刚刚结束集中军训，
按照往年的情况军训服装一
般在军训结束就会被压在箱
底，绝大多数都成为了“一次

性”服装。此次爱心捐助，之所
以提出2014级学生可以将军
训服装捐献出来，就是希望可
以解决这个问题。

爱心捐助活动从10月20
日开始，当天早早就有老师及
学生将捐助的衣物、书籍等送
到位于大学生事务服务中心
一层大厅“爱心超市”服务窗
口这一专门为此次捐助活动
特设的捐助地点，到下午现场
已经摆满了各类捐助物品，多
名工作人员正在分门别类地
进行分类。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爱心捐助首日虽然天气不
怎么好，可并没有影响全校师

生进行爱心捐助的热情，由于
捐助者太多从早晨开始接收
的爱心物品一直还没有来得
及系统整理，至于当天接收了
多少爱心物品也暂时没有办
法完全统计。

本次集中捐赠活动将持
续到11月1日，集中捐赠活动
结束后还将设置一个长期的
爱心捐助点，每天学校正常上
班时间都会接收全校师生的
爱心捐助。活动中接收的衣
物、现金等，将主要提供给学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军训服
装则主要捐赠给周边贫困地
区的农民工。

10月20日，聊城大学“暖冬行动”爱心捐助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王登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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