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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是一辆车，但“不止于车”
TA是我们从传统汽车制造商

向移动互联汽车生活方式的提供
商方向进化路上的里程碑。

TA———
血液里激荡着速度与激情
蓄 势 待 发 ，T A 即 将 征 战

CTCC！
TA———
基因里内置着“moofun”
借助App，TA努力把世界装

进你的车！
TA ———
还有更多fun！
更高颜值———
更佳品质———
全时互联网运动轿车海马M6

于4月20日上海车展隆重登场。

首次搭载moofun移动互联网
生态系统，不得不说的是“moofun”
系统，该系统有别于其他传统车联
网，在集成娱乐影音的同时更与互
联网紧密相接。海马汽车官方表
示：moofun并不仅仅体现为移动互
联技术的应用，更以移动互联生态
下汽车消费需求为依据，将移动互
联技术、汽车消费需求与人车生活
三者紧密融合。简单来说，moofun
不只是一套技术系统，更是一种全
新的移动互联车生活理念，而这套
系统更是基于三者关系推出车管
理、车控制、车服务、车生活四大系
统模块。

之所以说该系统有别去其他
传统车联网，其领先的移动互联概
念使得用户互联网生活与车无缝
对接。为实现这一理想状态，海马

汽车专门为该系统量身打造了一
款功能强大的APP，起到做为消费
者与汽车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该
APP基于四大系统模块衍生出多
种实用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衍生功能
里，大多可以实现远程遥控发送指
令。其功能原理是，通过APP给车
辆发送的指令先由3G信号发送到
云端服务器，然后由服务器再通过
3G信号传达给T-BOX，并由其执
行用户指令。其实，说起来较为复
杂，但实际操作起来过程十分迅
速，以远程开启后备箱为例，通过
手机APP发送指令到后备箱自动
开启，整个过程仅用几秒钟而已，
在效率上令人满意。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提升服务
质量，该APP还能通过系统对用户

的日常驾驶习惯做出分析，并实时
记录车辆的行驶路程，检测车辆实
际状况，提醒车主到店保养、维修。
并且如需预约4S店上门取车保养

或维修的话，在该APP上就能够轻
松实现，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便利
性，在汽车购买后为消费者增添一
项贴心服务。

你你好好！！新新人人！！全全时时互互联联网网运运动动轿轿车车海海马马MM66正正式式上上市市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张超 ) “靓男美女，美食奖

品，激动人心的互动表演……”
本报与共青团聊城市委，恒大
名都联合主办的“约会春天，牵
手恒大”经过前期精心准备，即
将在“五一”小长假与您见面。
届时，丰富多样的文艺汇演，精
美的奖品美食将带给您一个别
样的相亲盛会。

本次相亲会相比以往，无
论是在氛围营造还是环节设置
都有了创新，增添乐队现场演
绎，一首首经典旋律，与装潢典
雅的现场相得益彰，置身其中
的你一边闻听动人旋律，一边
找寻心仪对象，岂不另有一种
特殊的视听享受。

同时，主办方为本次活动

还精心准备了可口美食与精美
奖品，在觅得良缘的同时，也能
品尝美食，赢得奖品，现场送给
心仪的她(他)，是不是一件很浪
漫的事儿？现场还增加多场互
动节目，为单身男女们提供更
多接触。

“觅良缘，看节目，做游
戏，品美食，拿奖品……”在保
留以往如限时约会，心动就贴
等传统经典节目的同时，本届
相亲会更特别增添了如真心
话大冒险、气球寻宝、魅力秀
场等等一系列创新活动，彻底
打破传统意义上的相亲模式，
将相亲活动打造成一场别开
生面交流盛会，在您觅得良缘
的同时更能享受到一个别样
的小长假。

活动推出数日，已吸引大
批单身优质青年和单位团体
报名参与，公务员，事业编，高
校教师，金融才俊等职业尽在
其中，一大波优质青年争相通
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本次
相亲活动中。截至目前，已有
数百位青年报名参加，为了更
好的搭建交友平台，本报团体
报名面向个团体单位，届时将
集中为您整合信息，让您在意
向单位的优质青年中，觅得良
缘。

特此通知，已报名的朋友
近期请保持手机畅通，并随时
关注本报相关信息，有关本次
相亲会的活动，会实时做跟进
报道。报名时间仅剩6天，赶紧
报名吧!

觅良缘，看节目，做游戏，品美食，拿奖品……

邂邂逅逅美美好好姻姻缘缘““五五一一””不不停停歇歇

23日，一位相亲者来本报报名。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4月23日讯(记者
邹俊美) 23日，本报相亲会报名
迎来小高潮，报名人数剧增，市
直中学、职业院校、公安局、邮政
局、水利局、医院、供电公司等44
个部门的单身青年踊跃参加。

据主办方共青团聊城市委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相亲会是
为解决单身青年实际困难出
发，团市委给全市市直各部门
团委书记发了通知，收到通知
的部门都积极响应，其中中通
客车厂有七八十人要参加，报

名较多的还有市直中学教师、
医院的医生护士。为了更好的
为市直各单位单身朋友服务，
请团组织接到活动通知后，组
织发动本单位单身青年参与相
亲活动，并进行信息核实，在4
月28日前把填好的报名表发送
到邮箱550274154@qq.com。或
者QQ直接加550274154，把报
名表发过来即可。另外同意公
布照片的单身青年需提供生活
照一张，最好是电子版的。

“我老早就在等着相亲会

报名了，可领导临时派我去外
地出差。”23日，来本报现场报
名的人也不少，在银行工作的
小张一早就来报名。一位东阿
大叔特地赶到聊城给儿子报
名，“我是请假来报名的。”大叔
介绍，儿子很优秀，因为以前工
作性质需常出差，一年要在外
地工作半年，所以28岁了还没
找到对象，他们特别着急。“我
给他在东阿买好房子了，为了
找对象，他也调了工作，现在不
用往外出差了。”

相相亲亲会会报报名名迎迎众众多多““绩绩优优股股””
来自44个市直单位的单身青年踊跃参加

五一相亲会聚集事业单
位 精 英 、银 行 高 管 、私 企 董
事……不管你是找媳妇还是
找老公，也不管你是想找女婿
的还是儿媳妇的都能来，说不
定就能遇上TA，爸妈要来，你
千万别拦着，说不定爸妈能帮
你找到另一半。

相亲会报名截至4月29日 ,

本周末继续接受现场报名，报
名前可提前拨打15166567770。
现场活动时间：5月1日—3日，
连续3天。活动地点：恒大名都。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来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聊城市
兴华西路与向阳路路口西北

角) ,市内乘4路、26路、345路到
古楼办事处下车即可。微信报
名，微信添加微信号 :qlwbjrlc，
直接点击相亲报名填写个人
信息提交即可。QQ群，QQ添加
群243510986，在群文件里下载
相亲报名表，填写报名表后，
发给群主。如有不明白的欢迎
拨打咨询电话:15166567770。

温馨提示：相亲会报名不
收取任何费用，但需出示身份
证，提供1张5寸或7寸个人靓照
(最好是电子版)。如亲友代报
名 ,则需要提供报名者的相关
信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找点时间陪着爸妈

一起给自个找个对象去吧！

为方便单身朋友们报名，
本次相亲会推出微信报名 ,微
信扫描上面的二维码或登录微
信搜索公众号qlwbjrlc,关注后,

点击页面下方相亲会报名即
可。

微信关注公众号qlwbjrlc

后 ,页面下方有三个选项新闻
中心、相亲会报名、读书节 ,可
点击相亲报名 ,页面点开后 ,上
面有本次相亲会简介 ,请单身
朋友仔细阅读 ,认真填写个人
信息 ,填好信息提交后会发送
到313677037@qq.com。

另外本报新建相亲QQ群
243510986,欢迎单身朋友们加
入。因为相亲会只有短短几天,

男女在活动中接触也不过几小
时 ,对于很多‘慢热型’的单身
男女 ,单凭现场的接触 ,很难擦
出爱的火花，建群的目的就是
让不擅长现场相亲的单身男

女,有更多了解机会。单身男女
可以利用平时琐碎的时间在群
里聊天,进一步交流互动。除此
之外 ,相亲会结束后 ,群主还会
为优秀单身男女在群里征婚 ,

发布个人资料以及择偶要求 ,

有意向的可直接联系群主索要
联系方式。群主表示会不遗余
力地为群友撮合 ,促成美满良
缘。

本报记者 邹俊美

相亲会也可微信报名了

23日，姑娘小丽(化名)来本
报报名时，刚好看到一个男孩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男孩刚报
完名离开。“我就喜欢这种类
型的，能告诉我电话吗？”小丽
一再向工作人员要联系方式，
因为人多工作人员实在没看
到，小丽希望记者在报纸上喊
一声：“让我心动的男孩，我们
相亲会不见不散。”

“我喜欢这种斯文又干净
的男孩。他上身穿着白色衬
衣，下身是牛仔裤，你们没注

意吗？”小丽一直给工作人员
描述自己看到的心动男孩样
子。“刚才我上楼他下去，我们
就打了一个照面，我有点似曾
相识的感觉。”姑娘说，她很后
悔没叫住他问问名字，但幸好
活动现场还可能见到他。

小丽虽然个子不高，但长
相可人，皮肤白皙，穿着得体。
相见就是缘分，那位23日上午
来报名的令小丽姑娘心动的
男生 ,活动现场一定要注意一
下哟。 本报记者 邹俊美

相亲故事

让我心动的男孩
我们相亲会上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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