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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途途汽汽车车站站车车展展昨昨火火爆爆开开幕幕
各型车价格这么优惠，你再不来，我就走了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韩志伟)

第八届齐鲁(滨州)车展南站区23日上
午火爆开幕，现场云集了将近40家经
销商，包含了市面上的主流车型，大
众、别克、雪佛兰、福特等高中低档家
用轿车、商务车等款式多样。记者了解
到，本次车展期间，各型车在价格上已
经达到了最优。

记者在现场转了一圈，发现本届
车展的一大特点就是各家4S店门前
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品，随着市场
上汽车保有量的增长，汽车行业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各家都想尽办法争取
更好业绩，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在质量
和价格上取得优势。本届车展的优惠
力度几乎达到空前的力度，记者仅就
第一天的车展现状做一个简单的介
绍。

上海大众汽车有多款车型亮相展
区，New Polo 69,800元起售，新朗逸
99,000元起售，朗行102,800元起售，
除以上提到的抄底价起售版车型，还
有帕萨特、新途观、途安等其他经典系
车型及上市不久的首款轿跑———
Lamando凌渡。其中，新朗逸综合钜惠
23000礼包，新桑塔纳最高钜惠7900
元，朗行最高钜惠1万元，新polo69800
元起，帕萨特综合钜惠30000礼包，途
安最高钜惠2万元，新途观综合钜惠
15000礼包，凌渡综合钜惠15000礼包。

尚通别克展区，全新英朗搭载
18T和15N两款别克全新一代高效动
力总成，全系共9款车型，并有6种外观
颜色与4种内饰搭配可供选择，售价
10 . 99万元—15 . 99万元。

在长安福特展区，记者看到了其
旗下首款中大型SUV——— 全新福特
锐界。全新福特锐界提供包含5座、7座
版在内的7款车型供消费者选择，售价
249800元—429800元。定位于“全方位
领先的7座SUV”，全新福特锐界将凭
借同级最优的空间表现、同级最强的
动力组合、众多越级智能配置、卓越的
整车品质和安全性能，满足精英阶层
消费者在商务、家庭等多重的用车需
求。

长安马自达借Mazda3 Axela上
市一周年机会推出购车大礼，试驾并
关注微信送Mazda3 Axela红色毛绒
车 抱 毯 一 个 ；订 车 即 可 获 赠 1 : 1 8
A x e l a车模一部；活动期间凡购买
Axela的客户即可获赠整车3M原厂贴
膜；活动期间凡购买Axela 5HB车型
的女性车主可获赠1年交强险。

在车展现场，记者还看到组委会
组织的集印章抽奖活动受到了广大市
民的热烈响应，不断有市民拿着盖好
印章的报纸来兑奖，100%的中奖率让
参与活动的市民大呼过瘾，尤其刮彩
票的时候是既紧张又期盼。更神奇的
是5分钟内居然出现了两个一等奖，这
两个幸运儿也拿走了价值880元的汽
车坐垫。

本届车展将持续到4月26日，将是
春季最后一场大型车展，机会难得，想
购车的市民抓紧来吧，再不来，真没机
会了。

55分分钟钟抽抽走走俩俩头头奖奖，，你你还还等等什什么么
车展现场，集齐10个4S店方章即可“召唤”大奖

本报4月23日(记者 王茜
茜) 23日车展首日，不少市民
来到滨州市长途汽车站参加
本报举办的齐鲁(滨州)春季
车展，看车买车之余，也参与
到本报回馈市民设置的抽奖
环节。彩票、迷你冰箱等不断
被抽中，更为神奇的是当天的
两个头等奖在5分钟之内被两
名幸运市民接连抽走。

上午10点多，此时车展
上的人流正多，不少市民拿着
集齐方章的报纸来到抽奖台
抽奖。家住惠民的刘芳芳女士

此行是专门陪朋友到车展看
车，并计划买车。在咨询台看
到抽奖活动后，便和一行朋友
四人每人拿了一份特刊报纸，
在看车之后顺便让4S店的工
作人员加盖了方章。“我们走
完了这30多家4S店，反正也
是看车，便让他们盖上了章，
来参加抽奖。”一行四人，其
余三人都抽中了奖中奖，只有
刘芳芳幸运地抽中了头等大
奖——— 价值880元的汽车四
季坐垫。“真高兴，我有车，但
是没有四季垫，这几天正打算

去买呢，今天这么好运正好抽
中了，可以省800多元了。”刘
芳芳高兴地说。在头等奖被抽
出不到五分钟后，来逛车展的
张宾先生又幸运地被头等奖

“砸中”。
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参与

到本报齐鲁春季车展的抽奖
活动，车展组委会郑重宣布，
只要集齐10个4S店内的方章，
即可参与抽奖活动，召唤大
奖。参与抽奖活动，市民须持
本报齐鲁春季车展汽车特刊，
到车展现场30多家4S店内盖

上方章，集齐10个就可参与抽
奖。

本 次 抽 奖 活 动 中 奖 率
100%，奖品有价值880元的汽
车四季坐垫，价值750元的体
检卡，价值500元的迷你冰箱，
还有行车记录仪等各种实用
型奖品等你来拿。另外，此次
奖项还设置了“奖中奖”，如果
抽中了彩票，还有机会中得3
万元大奖。24日—26日，还是
滨州市长途汽车站，还是齐鲁
(春季)车展，各项重量级大奖
等你来拿，赶快来吧！

销销售售顾顾问问李李苹苹：：我我懂懂你你的的选选择择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

璐琪)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
车，要考虑品牌、车型、颜色、
配置还有耗油等很多很多问
题，看得样子多了难免有些眼
花，作为一名网络销售顾问，
李苹必须要做到懂得顾客的
选择。

车展的第一天，李苹和她
的同事们很早就来广场布置，
她所在的滨州腾翔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展出了一汽大

众6款不同车型的轿车，价位
在8万到34万之间，其中一款
高尔夫轿车很受欢迎，不少来
看车的市民会前来咨询高尔
夫轿车的情况。

面对不同需求的顾客，
李苹要根据顾客的要求分析
不同的车系的特征，做简单
的推荐，李苹说，要给顾客合
理的建议，需要了解顾客的
购车用途、开车环境、对配置
的特殊需求，还有顾客的年

龄、喜好等方面，像是要买车
在农村开的话，就应该选择
底盘稍高一点的车。李苹说：

“根据滨州的市场环境，我们
这边的一汽大众汽车还是家
用车比较多。”

一位看中迈腾尊贵型的
顾客不是很习惯车里的原装
导航，因为他的用法和自己安
装的导航不一样，他要经常出
差需要导航，但是操作不习惯
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李

苹单独给这位顾客在导航使
用方面作了详细的解说，教会
顾客如何操作原车导航，这样
的简单“培训”就花去了近两
个小时。

李苹说：“做销售顾问需
要将车的各个方面给顾客解
释清楚，有些顾客以颜色选
车，但是有些个性的颜色的确
好看但是保值性就不如普通
的颜色高，以后再想转手卖车
时，颜色就不是很新了。”

刘芳芳女士抽中头等奖汽车坐垫后，和本报车展吉祥物“大白”合影。 本报记者 王丽丽 摄

中国(无棣)海盐文化产业基地实现盐雕产品升级换代

第第三三代代盐盐雕雕产产品品成成功功上上市市
本报4月23日讯(通讯员 孙

栋 记者 王晓霜) 近日，无棣
盐业公司下属中国(无棣)海盐
文化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成功攻
克盐雕产品难着色、不宜运输等
难题，实现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目前第三代盐雕产品已经伴随
全新包装成功发货。

中国(无棣)海盐文化研发
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来，始终
以人才、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积
极创新，攻坚克难，实现了“玉
之雅”盐雕从无到有的突破。
2012年12月份，经过上千次失
败和反复试验，研发人员终于
生产出第一件满意的盐雕产
品——— 孔子圣像，并将盐雕产
品命名为“玉之雅”。“玉之雅”

盐雕于当年荣获2012年山东省
外事礼品展优秀奖。该奖项的
获得激发了无棣盐业公司的转
型发展热情，着手进行批量生
产，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然而，随着一代产品的摆
放时间渐长，盐雕产品表层开
始出现粗糙感，且有变色的迹
象。发现这一苗头后，研发人员
立即着手研究这一现象，经过
无棣盐业公司领导和研发人员
的多方“取经”，又经过十几个
日夜的反复试验，对材料混合
比例和生产工艺进行了调整，
并在产品外边加了亚克力外
罩，使得一代产品的问题得到
了解决，并顺势升级到二代产
品。二代产品外形更加光滑圆

润，造型也更加生动，产品种类
也日益增多，先后荣获了第十
二届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
大赛金奖，第七届山东省泰山
文艺奖三等奖，农业部全国休
闲创意精品展银奖等大奖。

随着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的扩大，玉之雅盐雕的市场也
随之打开，2013年和2014年连
续两年销售突破百万元。然而，
无棣盐业人并没有满足于现
状，而是乘胜追击，加速产品升
级换代步伐。产品颜色单一，不
适合网络时代的物流运输，亚
克力外罩去除的问题被先后摆
上议事日程。研发人员和技术
人员利用每次外出机会，积极
与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交流、学

习，并与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
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2014年年末，工作人员经
过试验，实现了生产材料质的
转变，第三代盐雕产品应运而
生。三代产品克服了难着色、不
宜运输的问题，使产品摆脱了
亚克力外罩的束缚，更加晶莹
剔透，各种造型着色之后更加
生动。同时，第三代产品更加注
重实用性，花瓶、笔筒等满足了
人们生活、办公的需要。目前，
首批三代盐雕产品已伴随全新
包装成功发货。玉之雅盐雕产
品随着不断地升级换代，销售
市场会越来越宽广。今后也将
会成为无棣盐业转方式、调结
构的重要抓手。 第三代盐雕产品——— 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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