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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七
夕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正因为有了牛郎织女
的美丽传说，才经久流传，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牛郎织女一年只能见一次的传说也同时
让人唏嘘不已。

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也和另一半过
着“两地分居、长久分离”的日子？其实，如果
我们有了自己的爱车，就可以随时去看自己
的另一半，不必忍受相思之苦。毕竟，人世间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我爱你却无法经常见到
你。

所以，趁着这个浪漫的七夕情人节，带
着自己的另一半快来菏泽易龙比亚迪选购
一台爱车吧！还有什么比在情人节送给爱人
一台车更让她心动的吗？像“独角兽”一样带
着你的“她”看星星简直弱爆了！很多“女神”
碰到这样的男朋友都“累觉不爱”啊！

为了能战胜一切的爱情，赶紧拿起你的
手机，拨打参与热线，提前预订名额，预订成
功的凭信息到店即可获赠情人节精美礼品

一份哦！
活动期间，比亚迪全系车均有大幅优

惠，还有“限量车”价格直破底价，真正做到
了“没有最低，只有更低”！还有各种甜蜜礼
品、情人节大礼包等您拿！快来报名吧！

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以最实惠
的价格买到自己最中意的车，全系车型超高
优惠，超值回馈，带着钜惠风暴满足您的无
限需求！

饕餮购车盛宴只为有准备的您！嗨翻就
在七夕节，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蜜惠七夕 情满菏泽易龙比亚迪

七夕今宵看碧霄，牛郎织女渡鹊桥。牛
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增加了七夕节的浪漫与
温馨。在这浪漫的时刻，奇瑞新能源代您表
达浓浓的爱意。随着七夕情人节的日益临
近，来菏泽正邦购买奇瑞电动轿车的客户
还真不少。8月16日，菏泽市民李先生来到
店内购买了一辆奇瑞QQ3EV空调版白色电
动轿车，送给在银行工作的妻子。“妻子上
班接送孩子，很是辛苦，情人节到了，送妻
子这奇瑞电动轿车，既方便妻子上班，又不
用担心孩子上学风吹雨淋，逛街购物、走亲
访友，开着也很体面”。

市民刘先生关注奇瑞eQ这款车已经很
久了，他决定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买一
辆送给在乡镇上班的女朋友。刘先生说：

“奇瑞电轿是大品牌，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惟
一上国家工信部目录的电动轿车，质量可
靠，安全系数高，比市场上的杂牌车开着放
心！”

奇瑞新能源销售经理李建永介绍,奇瑞
电轿在菏泽热销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奇
瑞新能源品牌好，质量过硬，二是奇瑞电轿
驾驶安全性能好且舒适度高；三是使用成
本 低 ，行驶百 公 里 费 用 仅 需 6 元 。奇 瑞
QQ3EV纯电动汽车采用自动档操控,简单
便捷,充电方便,民用220V即可,随处可及,安
全可靠。作为国内知名的自主轿车品牌,奇
瑞拥有多年生产小车的成熟经验 ,这款
QQ3EV纯电动汽车除了技术成熟、安全可
靠等产品优势之外,还享受2年/4万公里的
整车质保和便捷的售后服务。奇瑞eQ，是
2014年 11月5日上市的全新纯电动车型，
这款电动车在新款QQ平台打造，外观内饰
设计上延续了QQ的设计，采用三元锂电动
力，eQ满电状态下最大续航里程超200公
里，快速充电半小时可达80%的电量。自上
市以来，受到了很多客户的喜爱和青睐。

(马聪)

浪漫七夕情人节 奇瑞新能源代您表爱意

菏泽市外经贸工作座谈会召开

将将引引导导更更多多企企业业开开展展跨跨境境贸贸易易
上半年菏泽外经贸工作实现逆势增长，今年预期目标完成进出口40 . 5亿美元

本报记者 董梦婕

18日下午，菏泽市外经贸
工作座谈会召开。据了解，今
年以来，面对严峻的外经贸工
作形势，菏泽实现了逆势增
长，1-6月份，全市进出口完成
18 . 8亿美元，增幅居全省第一
位。座谈会上，传达全省外经
贸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外经贸
工作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下
步工作。

菏泽上半年

对外经贸逆势增长

近年来，外经贸工作在菏
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
地位越来越重要。出口作为拉
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对全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
的支撑作用。据了解，今年以
来，全省外经贸工作持续低
迷。面对严峻的外经贸形势，
菏泽市上半年外经贸工作实
现逆势增长，各项指标位于全
省前列。1-6月份，全市进出口
完成1 8 . 8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 9%，增幅居全省第一位；1-
7月，全市进出口完成21 . 96亿
美元，增长12 . 4%，增幅居全省
第二位。

在对外贸易发展上，年
初，菏泽市政府专门出台了

《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外
贸 稳 定 增 长 工 作 的实施意
见》，全面强化各项稳增长措

施；针对小微外贸企业承保
难，从市级外经贸发展资金中
列支80万元，对全市204家中
小微企业出口进行统一承保；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先后组织
企业参加大阪展、华交会、广
交会，“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对
接会和新兴市场行情分析会，
协助企业拓展客户群体。

在此情况下，菏泽五大类
出口产品中，木草柳制品及家
具、化工产品、发制品出口保
持增长，其中，发制品保持较
高增幅。涌现出了一批跨境电
商，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达
到1 . 5亿美元，同比增长51%。

将引导更多企业

开展跨境贸易

据了解，全市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迅速，85%的出口企业
建立了网站，200余家公司利
用阿里巴巴国际站平台、亚马
逊、环球资源和中国制造等平
台从事跨境电商贸易。

“要推动进出口由‘大进
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由

‘贴牌出口’向‘自主品牌出
口’转变，大力推动跨境电商
发展，引导更多的企业开展跨
境贸易。”菏泽市市长解维俊
表示，要着力培育外贸竞争新
优势，其中要特别注意大力推
动跨境电商发展，引导更多的
企业开展跨境贸易。

解维俊表示，虽然上半年

全市外经贸工作出现逆势增
长，但是仍存在利用外资项目
不高、经济外向度偏低、进出
口结构有待优化、外贸受品牌
和成本等因素制约严重的问
题。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研判
和分析，主动对接市场需求；
着力加强招引外资工作，以外
资促外贸；大力完善对外开放
基础设施水平，强平台促提
升；着力推动企业安全高效走
出去，以外经促外贸。

今年进出口预期

完成40 . 5亿美元

据悉，今年菏泽市外经贸
工作的预期目标是：进出口完
成40 . 5亿美元，增长15%，比全
省高9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
资完成2 . 3亿美元，增长5%，比
全省高5个百分点。

解维俊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密切配合，确保预期目标圆
满完成。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经

常深入外贸企业，想方设法为
企业排忧解难。商务、国税、海
关、检验检疫等涉外部门要建
立联动机制，及时研究国家出
台的新政策，加强部门信息互
通。要简化通关审批，改革检
验检疫模式，减轻涉企税费负
担，提高服务效率。要深入推
进大通关建设，提高企业属地
报关比例。要强化对企业家和
外贸人才的培训，引导各级政
府和企业提升开放意识。要建
立务实高效的银企对接机制，
引导担保、金融和外贸综合服
务机构为外贸企业提供融资
服务。

把外经贸发展纳入目标
考核体系，提高外贸进出口指
标、实际利用外资在科学发展
综合考核指标权重。下一步，
菏泽市政府将对进出口降幅
较大的县区、利用外资为零的
县区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并由
市政府督查室进行定期督导。

7月19天“蓝天白云”

较去年同期增加6天

本报菏泽8月18日讯(记者
陈晨) 18日，记者从山东省环保
厅公布的《山东省大气环境质量
2015年7月份17城市排名》中了解
到，7月份“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天数最多的城市是烟台，为31天，
最少的是济南，为9天，其中菏泽
名列第九，为19天，较去年同期增
加6天。

根据《山东省大气环境质量
2015年7月份17城市排名》，7月全
省细颗粒物(PM2 . 5)平均浓度为
53μg/m3，同比改善10 . 2%;可吸
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97μ
g/m3，同比改善10 . 2%；二氧化硫
(SO2)平均浓度为25μg/m3，同比
改善24 . 2%；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 度 为 2 8 μg / m 3 ，同 比 改 善
12 . 5%；“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
数平均为19 . 9天，同比增加了
1 . 4天；全省未出现重污染天气，
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了0 . 2天;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数平 均 为
5 . 54，同比改善10 . 1%。

其中，菏泽“蓝天白云，繁星
闪烁”天数位列全省第九，同比减
少3天，较去年同期增加6天。在重
污染天数上，全省17个市均未出
现重污染天气。重污染天数同比
减少最多的是潍坊市，减少2天；
菏泽等14个市同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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