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年终，大小节日接踵而
至，虽说年终奖进入囊中已指日
可待，但在此刻最紧张的恐怕还
是我们的钱包。钞票还没到手，
一堆要买的东西清单已经呼之
欲出了，虽说此刻的钞票于我们
而言多少有点后会无期的赶脚，
但是这钱既然要花，就要花得舒
坦。

过年回家总是有人因一票
难求而诚惶诚恐，倘若当下有辆
爱车陪伴自是再好不过了。今天
小编就给大家推荐几款最具性
价比的优质中级家轿，让大家选
择时更加从容笃定，刷卡时更加
无怨无悔，让回家的旅途充满期
待。

东风雪铁龙C4L：

澎湃动力 所向披靡

从12年的初入中国市场到14

年的运筹帷幄，C4L在两年内一

路稳扎稳打的同时还对产品线
进行了全面补充升级，以一种更
加契合中国市场的姿态积极面
对中国消费者。而C4L在近年间
的表现的确不辱使命，作为法系
车的代表之作，C4L不但拥有浪
漫优雅的外形，而且2710mm的轴
距和1780mm的宽度也保证了驾
乘的舒适感受，而C4L最引以为
傲的是配备了由PSA和宝马共
同研发的1 . 6THP涡轮增压发动
机，此台连续8年获得“国际年度
发动机大奖”的发动机采用了
Twin scroll双流道涡轮技术，带
有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技术，在
1400转到4000转之间就可以爆发
最大240牛米的扭矩，傲视于同
级别对手。而于2014广州车展亮
相的1 . 2THP集成了PSA汽油发
动机最新、最高技术，再次给C4L

车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新增的车载互联系统包含

了安防、智能导航、远程车辆诊

断、通讯和互联娱乐等功能，加
上七位一体的安全配置、一键
启动、航空头枕、带AQS的负离
子空调等。C 4L的配置之丰富
表现出了厂家十足诚意，如果
大家想要一辆动力强劲、大空
间、并且智能化的中型车的话，
论性价比，C4L真的是个相当不
错的选择。

一汽丰田-卡罗拉：

传承经典 热爱均衡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单一销

量最成功的车型，均衡是它最
大的杀手锏，目前在售的新款
卡罗拉是卡罗拉车系中的十一
代车型。新卡罗拉的外形较上
一代更加动感、整体风格更加
年轻化，车身尺寸也进行了加
长。对于那些对操控要求不高，
想要舒适省心并且喜欢炫酷外
形的消费者来说，新卡罗拉值
得考虑。

一汽大众-新速腾：

深谙中庸 老成稳重

大众的车多数来讲正如
其名本身，中庸稳重，但也没
能避免大众车“不看车尾就不
知道车型“的尴尬。新速腾就
像是老百姓过日子，平平淡淡
的挺好，日常生活所需速腾都
能满足，且胃口也不大，但是
想改善下生活就要稍微出点
血了。

相比速腾，进入中国后成
绩尚可的福克斯同是运用家
族理念，新福克斯的外观设计
则要个性些，整体风格极具运
动范儿，犀利又不乏时尚。一
直以来，福克斯都是以运动为
主打，这在新款动力系统的升
级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新款弃
用老款1 . 8L发动机，采用全新
的1 . 6L和2 . 0L发动机。倘若你
是个不拘小节，强调运动风格
的人，可以找机会上车体验一
把。

上述四款风格迥异的车
型在紧凑型中级车领域可谓
是占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你是
个注重实用性、并最终愿意为
性价比买单的人，不妨将眼光
进行聚焦，看这其中是否有让
你满意的座驾，具体最后选择
哪款让它载你踏上回家之路，
就看你对动力、安全、空间、配
置等多种因素的个人偏好了。

我我和和钱钱包包无无怨怨无无悔悔 年年终终最最具具性性价价比比中中级级车车导导购购

各医院诊疗卡“各自为政”，市民献计盼就医更方便

全全市市医医院院能能否否通通用用一一张张诊诊疗疗卡卡
去医院看病要办诊疗卡，

各家医院的卡却不通用，这给
市民带来不便。近日，不少市民
向本报两会热线反映，希望淄
博早日实现医院间诊疗卡“一
卡通”，并且在功能上予以延
伸，让市民看病就医更便捷。

14日，市民杨女士因胃部不适
到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因为家住淄
川，她平日生病会到淄川区人民医
院。“我是从事布艺工作的，生活不
规律，时间一长就患了胃病。这次来
张店见客户，想顺便在市里大医院
看看病。”医护人员告诉杨女士需办
理一张诊疗卡。

“每到一家医院都得办卡，如果
一张卡在所有医院都通用就好了。”
杨女士希望，相关部门能将这个事
情推一推，让市民看病更方便。

记者随后走访了市中心医院、
市第一医院、张店区医院、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淄矿中心医院等多所医
院，这些医院现都在使用自己的诊
疗卡。据山铝医院工作人员朱女士
介绍：“诊疗卡集就诊、划价、缴费、
检查、治疗、取药、信息查询等多种
功能，可以让患者避免多次缴费，还
可以及时了解自己的病情和医生所
开药品。”经咨询各医院工作人员，
市民在医院办卡平均需要花费1-2

元的成本价。然而在问及是否能在
其他医院使用时，所有医院都表示
现在还不能实现。

家住张店的张琦告诉记者：“手
里有一沓诊疗卡，有的医院就去了
一次，有的卡里还有钱没用完，因为
是用医保卡充的值，钱也退不出来。
如果可以一卡通用就能减少很多不
便。”

日前，我省省直社会保
障卡作为医疗就诊卡“一卡
通”的就医模式在省城多家
医院试点，医院间“信息孤
岛”被打破。

在张店某私企工作的李
晓晓表示，“前阵子看到新
闻，知道山东一些地方已经
开始实施了，希望淄博也能

尽快实现，让这项政策早点
落地。”而在政府相关部门工
作的刘先生对此也表示赞
同，“全家看病已经办了很多
卡，这些卡不可能全带在身
上，有时候去医院一着急还
容易拿错，如果变成一张卡，
放在钱包里想看病时到哪个
医院都方便。”

据了解，淄博智慧医疗
工程一期建设项目去年2月
已经启动，其中就包括全市
区域卫生数据中心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试
点发放居民健康卡。目标是
让市民将持有一张医疗卡，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通
用。

除了方便就医，也有市
民对这张“一卡通”在功能上
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淄 川 的 董 女 士 表 示 ：
“‘一卡通’如果真的能实现，
这张卡将成为市民必备的卡
之一，如果在功能上能够更
丰富，无疑会给市民带来更
多的方便。”周村的吴女士也
认为，各医院在实施诊疗卡
时就已经做出了不小的投

入，希望新卡在功能上能有
所延伸。“省里面是社保卡和
诊疗卡合一，既承担社会保
障功能，又承担就诊功能，不
知道未来淄博的‘一卡通’会
是怎样的。”

据了解，去年7月，由市
经信委、市卫计委、齐商银行
三方共同实施的“市民卡·居
民健康卡”项目正式签约，该
卡将实现城市一卡通、居民

健 康 卡 和 银 行 卡“ 三 卡 合
一”。该卡集就诊卡、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等多项功能于
一卡，加载金融结算功能，不
但可以办理银行结算业务，
还可以通过自助终端查询个
人基础信息、既往就诊记录、
体检信息、健康问题、主要用
药、健康评价与指导等多项
具体内容。目前该项目正在
试运行阶段。

据市卫计委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淄博未来实现各医院“一卡
通”是必然趋势。实现“一卡通”会
对淄博市各级医院、公共卫生机
构等信息系统有效整合。

据市卫计委信息中心主任唐
志刚介绍，新卡如果未来在全市
推开，并不只针对在医院中使用，
而是希望能做到让市民在所有的
医疗卫生单位都可以用，包括基
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机构。

“希望通过研究覆盖更多方
面，比如在血站献血、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的预防接种、健康教育等
方面，都可以使用。截至目前，全
市基础网络现已组建完成，覆盖
3143个村、91个乡镇卫生院，178个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有的医疗
卫生单位，上至相关卫生行政部
门、市属医院、大型企业医院，小
至村、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基础线
路都已没有问题。”唐志刚说。

市民心声：

一卡通用之后
减少很多不便

市民建议一：社保卡能否用来挂号买药

市民建议二：公共服务功能“多卡合一”

新健康卡有望在村级卫生机构也能用

本报记者 樊伟宏

部门说法

“今年在这个城市上学，明年可
能就要去另一个城市就业了。出生
在一个地方，工作在另一个地方，是
很多人的经历。”现在某大型企业任
职的魏广振就是这群人之一，出生
在莱芜，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了异地
工作。

魏广振说，他最希望的就是早
日实现在全省各地市，乃至全国的

“一卡通”。一张全国通用的诊疗卡
能使跨地区就医变得容易方便，它
既能保证治疗的连续性，医生刷卡
就能掌握患者的基本健康状况和此
前的治疗检查情况，能免去很多不
必要的检查。另一方面希望能早日
实现跨区域费用结算。

企业员工 魏广振：

全省“一卡通”

利于跨区域就医

去年下半年，我省正式试水省
直社保卡“一卡通”，将省直社保卡
打造成患者在医疗机构挂号、就诊
的唯一凭证。

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副局长仇振
华介绍，包括山东省立医院 (三院
区)、齐鲁医院等15家医院已运行省
直社保卡一卡通用的就医模式，实
现了社保卡替代就诊卡就医以及扣
款缴费的功能，专卡专用。

截至目前，社保卡读卡设备已
累计安装了1900多台。

随着第一批定点医院运行成
功，第二批也在陆续运行。据了解，
目前已经启动了济南市传染病医
院、山东省武警总队医院等21家二
级(含)以上医院的准备工作。

社保卡当就诊卡用

计划两年覆盖全省

张店区中医院工作人员帮助患者用医院的就诊卡付费。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企业员工 魏广振

相关链接

不少市民手中有多张诊疗卡。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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