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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打车这把火大有越烧
越旺之势，继打车送红包后，滴
滴、快的两家打车Ap p相继推
出了专车服务。舒适、敞亮、高
端兼具性价比，朋友圈各种晒
专车体验的节奏嗨皮到停不下
来。但正所谓“聚散终有时”，你
留或者不留，专车出租终究离
你而去。望着疾驰远去的专车，
你若然怅惘，然后猛拍天灵盖，
何不取悦自己，给自己淘一辆
专车耍耍。适逢年底销售旺季，
小编今天就给您推荐几款宜家
宜商的专车种子。

东风雪铁龙C4L：

满足你蠢蠢欲动的激情

如果你看过New Balance

的新街头主义、美特斯邦威的
混出范，你就会知道，年轻消费
者的蠢蠢欲动总是抵挡不住。

而要想获得杰出的专车体验，
怎能缺少一台勇往直前的发动
机？东风雪铁龙C4L的1 . 6THP

发动机便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
动力的期待。

空口无凭，仅看一组数据
你便难以抗拒这款发动机的动
力诱惑。1000转涡轮介入，1400

转即可达到 2 4 0 N m的峰值扭
矩，且可持续维持到4000转。等
等，不够直观？好吧，通俗来讲，
这款发动机响应速度十分迅
捷，相比于其他涡轮增压发动
机 1 5 0 0转左右的涡轮介入，可
以给你瞬间喷薄而发的操控快
感。与此同时，这款发动机耐力
也十分持久，即便在高速上长
途驾驶，你依然会被它酣畅淋
漓的动力体验惊艳到。

当然，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C4L在外观、内饰、配置上可谓都
下足了功夫，流畅的线条设计使

外观更显大气，2710mm的超长轴
距提供了充裕的后排空间，无钥
匙进入系统、超智能空调、航空
头枕等更是锦上添花，为消费者
出行增添了诸多方便。

新速腾：

追求中庸的设计美学

随着新速腾从扭力梁非独
立悬架又更换为多连杆独立悬
架，断轴风波也终于告一段落，
改为独立悬架后，新速腾的操
控性也大大提升了。

当然，操控可不是选择新速
腾的单一元素。不妨说“中庸”是
这款车的设计哲学，无论是外
观、内饰、操控还是配置，新速腾
都寻求一种折中的美学。1 . 4TSI

的最大功率为131马力，发动机
在1750转到3500转之间爆发最大
扭矩220牛米，搭配7速双离合变

速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紧致又
沉稳的操控体验。

新卡罗拉：

叫嚣年轻与时尚的转型

专车本身也是个性的表达，
而外形出众的专车总会为你赢
得意外不到的关注。全新卡罗拉
一上市就吸引了大片关注的目
光，时尚先生古天乐的代言，从
头灯到进气格栅、前保险杠的全
新设计，新卡罗拉用所有年轻化
的设计语言传递着与老款卡罗
拉迥然不同的信息。

当然，单一的“易容术”还
不足以表现全新卡罗拉的时尚
与年轻。内饰方面，新卡罗拉中
控台波浪线条的造型更加动
感，鲜艳的色彩搭配也更添了
几分活泼的氛围。除此之外，在
配置方面，卡罗拉也毫不吝啬。

无钥匙启动系统、倒车视频影
像、前排座椅加热、GPS导航系
统等高科技配置无一不是精准
地瞄向了年轻的消费者。

虽说对专车体验心向往
之，但是层出不穷的中级车难
免会增添“乱花渐欲迷人眼”之
意。不过，以上小编推荐的这三
款车型可以说是中级车当之无
愧的代言者。套用近期微信朋
友圈广告的一段文案，“它无处
不在，你无从可躲，不是它可
恶，而是它没有找准你，我们试
图，帮您准确找到它们。”

CC44LL领领衔衔中中级级车车““专专车车体体验验””新新春春1155万万家家轿轿精精选选

后后天天又又降降温温，，春春天天啊啊你你在在哪哪里里
今年立春30年来最早，但冷空气还是嗖嗖的来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刘晓)
4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首个节

气——— 立春，也是“五九”的最后
一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立春
为近30年来最早，但气温却持续
走低，周五又有冷空气来袭。气
象专家说，进入真正的春天，可
能还得再等个把月。

市气象局监测，3日最低气
温为-5℃，但受静稳天气影响，

淄博雾霾天气逐步加重，空气质
量指数(AQI)达到215(重度污染)。

“这几天仍将以阴冷为主，6日开
始，一股强冷空气又将来袭，将
带来6-8℃降温，部分地区降温
幅度可达10-12℃。”气象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
1985年的立春是在年前，并且
也最早，为农历腊月十五；今年

立春为腊月十六，和1996年并
列，为近30年来最早。

此次立春提前主要受去年
闰九月的影响。“2014年的农历
年里有一个闰九月，2015年的
立春自然就提前了一些。而这
一个记录要打破的话得等到
2053年，那一年的立春是腊月
十五。2034年立春和今年并列，
也为腊月十六。”民俗专家说。

“气象学上的进入春天是
指连续5天平均气温稳定超过
10℃，连续5天的第一天就是入
春之日。虽然立春之后气温有
一定回升，但是蒙古冷高压和
阿留申低压仍然比较强大，大
风降温仍是盛行的主要天气。
要真正进入春天，还得等一个
月到一个半月左右。”气象专家
介绍。

本周天气预报

出出狱狱一一年年多多，，偷偷变变压压器器又又被被抓抓了了
男子伙同狱友流窜桓台作案，警方利用DNA比对擒贼

一个多月6起

变压器被盗事件

去年5月，桓台县田庄镇，果里
镇等乡镇接连发生多起农田变压
器被盗案件。由于被盗变压器负责
为农田灌溉提供电力，同时每台机
器造价都在三至四万元，群众在变
压器被盗后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

民警前往盗窃现场调查发现，
事发地点都是偏离村居的农田变
压器房。民警还从现场提取到了犯
罪嫌疑人遗留下的DNA，通过比对
发现与此前发生地多起盗窃变压
器案件现场遗留的DNA信息相同。
办案民警判定多起案件系一人或
多人所为，决定将多起案件串并侦
查，共串并案件6起。

去年10月27、28、29日，桓台县
唐山镇等地又接连发生6起农田变
压器被盗案件，作案手法雷同。民
警勘察6起案件的案发现场，在其
中2起案件现场提取到了DNA，经
过比对，其中一个DNA信息与此前
办案民警串并的6起案件中的两起
变压器被盗案现场的DNA信息一
致，而另一个提取的DNA信息则比
中了一名叫李某某的刑满释放人
员，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办案民
警随即围绕李某某展开侦查。

头条链接

市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天气情
况如下：4日，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
气温-4～4℃；5日，晴，北风转南风2到
3级，气温-6～5℃；6日，晴转多云，南
风2到3级，气温-4～9℃；7日，多云，南
风3到4级，气温-6～5℃；8日,晴，北风2

到3级，气温-6～4℃。

2015年春运大幕拉开，青岛客
运段烟京四组全体乘务员践行“以
服务为宗旨，待旅客如亲人”理念，
积极为旅客服务，图为照顾失明老
人上厕所。

(毕凯)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胡正学 郑波

曾因盗窃入狱，出狱一年多后又因盗窃被抓获。近日，桓台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农用灌溉变压器案件，一男子
在狱中获知农用灌溉变压器价格不菲，出狱后伙同狱友流窜桓台接连作案。近期，桓台警方经过半年多侦查，最终
利用DNA比对技术，成功将盗窃农用灌溉变压器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盗窃成功后回老家销赃

民警开始展开摸排。很
快，警方在李某某的家乡临
沂市沂南县找到了李某某的
行踪，并利用技术手段确定
与李某某联系密切的唐某也
有重大作案嫌疑。去年11月28

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
警在沂南县某饭店内抓获李
某，在唐某家中将唐某抓获。

经审讯，唐某和李某对
自己曾经与桓台等地盗窃变

压器的事实供认不讳。两人
介绍，他们曾因盗窃等违法
行为在微山湖监狱服刑，同
为狱友。唐某在服刑期间，得
知变压器内的铜部件价值不
菲，出狱后就开始到桓台县
盗窃田间变压器。

去年10月，唐某和李某交
流中决定合伙作案。于是在当
月月底到桓台踩点，连续两晚
快速作案6起。据供述，所盗铜

部件运回沂南县销赃。每个变
压器中可盗窃100多斤铜部件，
其市场销售价可达到2-3千元。

据初步审讯结果，自2013

年10月份以来，两人单独或结
伙窜至桓台、临淄等地作案12

起，盗窃变压器14台，涉案价值
30余万元。3日，桓台警方将先
期追回的销赃款项47500元，全
部退还给了相关村民。目前，
两人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将追回的赃款退还给了村民。 警方供图

上周PM2.5和PM10

各区县均得到改善

3日，市环保局发布上周环境状
况。其中，PM2 . 5和PM10两项污染物
各区县均实现改善。

据了解，上周各区县良好天数
最多的是高青县和沂源县，均为7

天；最少的是博山区，为2天。与去年
同比，沂源县良好天数增加最多，为
3天。各区PM2 . 5平均浓度最高的是
淄川区和周村区，为0 . 091mg/m3，最
低的是临淄区，为0 . 069mg/m3。与去
年同比，各区均改善，临淄区改善幅
度最大，为48 . 4%。PM10平均浓度最
高的是张店区，为0 . 135mg/m3，最低
的是高青县，为0 . 042mg/m3。与去年
同比，各区县均改善，沂源县改善幅
度最大，为60 . 7%。

SO2平均浓度最高的是博山
区，为0 . 142mg/m3，最低的是沂源
县，为0 . 040mg/m3。NO2平均浓度最
高的是高新区，为0 . 066mg/m3，最低
的是沂源县，为0 . 035mg/m3。

桓台县乌河入预备河、张店区
猪龙河裕民路桥、涝淄河张钢北、
临淄区乌河东沙、博山区孝妇河西
龙角、淄川区孝妇河南外环、文昌
湖区文昌湖张博辅线等河流断面
水质超标。

本报记者 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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