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占中高级车市场 下半年值得购买B级车推荐
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逐渐成

熟，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懂车”。除
了考量品牌、外观、价格这些基本
因素外，车辆的核心技术、动力总
成、科技配置等因素越来越受到消
费者的重视，这一需求同样反应在
B级车市场。车企只有不断洞察、
推陈出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B
级车市场站稳脚跟。接下来，小编
就为大家推荐几款最近上市、全新
升级的车市“新选择”。

推荐车型一 东风雪铁龙T时

代新C5 1 . 8THP

官方指导价：21 . 29-24 . 99万元

作为法系B级车的代表，东风
雪铁龙T时代C5车型一直是一位
颇具实力的选手。不仅因为它自带
法式优雅基因、空间宽敞、配置丰

富，还因为它拥有优秀的底盘调
教，人性化的动态舒适性用车体
验，一直为消费者所认可，然而相
对主流市场，相对较“平”的动力表
现让很多消费者欲买又止。今年9
月底，东风雪铁龙T时代新C5向B
级车市场发起猛烈突围，正式发布
装配1 . 8THP涡轮增压发动机的
高性能车型，动力水平全面升级，
动力表现甚至超越了市面上主流
的B级车。

T时代新C51 . 8THP车型因搭
载1 . 8THP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马 力 达 2 0 4 P s ，最 大 扭 矩 达
280Nm，可以说全面超越同级别车
型的动力表现。为了应对目前涡轮
增压发动机普遍存在的增压迟滞
现象，新C5 1 . 8THP发动机采用
了Twin scroll双涡道涡轮增压技

术和200Bar高压缸内直喷技术，在
1000转时，即车辆起步阶段，涡轮
就开始介入工作，对消除涡轮迟滞
现象十分有效。

在燃油经济性上，这台强心脏
也足够做到为车主“精打细算”。因
适配STT智能启停系统，在等红灯
以及拥堵路况时，发动机立即停止
工作，进入到节油模式，这对于在
城市走走停停来说，更经济节能。
因为“T+STT核芯动力”的采用，
新C5 1 . 8THP的燃油利用更高
效，百公里油耗仅需6 . 4L，大大降
低了车主的用车压力。

小结：随着动力短板的补齐，
东风雪铁龙T时代新C5的综合竞
争力得到明显提升，相信这款尊崇
法式优雅品味诞生的车型将会得
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推荐车型2 上海大众斯柯达

全新速派1 . 8T

官方指导价：19 . 98-21 . 98万元

就在前不久，上海大众斯柯达
宣布旗下换代车型全新速派正式
上市，新速派的亮相着实让大伙惊
艳了一把。相比于老款沉闷老气的
设计，采用了全新立体化设计语言
的新速派看上去
更为年轻动感，
为“套娃”设计的
老牌德系大众增
添了新血液，相
信已经让不少年
轻消费者“怦然
心动”。

在动力上，
斯柯达全新速派

搭载大众EA888发动机，动力表现
已跻身主流B级车水平，最大马力
达 到 1 8 0 P s 、最 大 扭 矩 达 到
300Nm，动力表现可圈可点。

小结：作为德系品牌中经过改
造的新成员，全新速派不论是外观
还是用车体验上都更加年轻化、智
能化，排除品牌力不力的因素，是
十分值得购买的。

女女子子兼兼职职““刷刷信信誉誉””被被骗骗44880000元元
沟北边防派出所今年已接此类警情10余起，涉案金额5万余元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王明阳 )

“网上兼职刷信誉”已是诈骗
老手段，但依然有市民轻信，
陷入骗子圈套。日前，经区的
小谭上网刷信誉被骗走4 8 0 0
元。

24日，19岁的无业女孩小
谭在家上网时，QQ空间弹出
一则招聘网络兼职广告。在家

闲来无事，小谭决定兼职赚点
外快，就通过QQ与对方联系。
对方介绍通过购买电话卡帮卖
家积攒信誉，交易成功后，只
要将截图发送给商家，客服会
将本金和提成一并返还，购买
越多，提成越高。

按照对方要求，小谭通过
支付宝购买了单价5 0元的电
信充值卡，很快她就得到了回

报，本金、提成共计55元。建立
信任后，对方要小谭完成6张
8 0 0元的充值卡，没有任何怀
疑，小谭连续操作6笔买了共
计 4 8 0 0元的商品。购买成功
后，对方却以截图信息有误、
存在时间差等理由推脱，并不
断发链接要小谭继续付款，小
谭警觉自己被骗了。

今年以来，沟北边防派出

所已接此类诈骗警情10余起，
涉案金额5万余元。民警介绍，

“刷信誉赚钱”骗局一般以给
淘宝店铺刷信誉为由，让应聘
者买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等
虚拟商品，骗子会承诺返还购
买费用外加佣金。“刷信誉”本
身就违规，淘宝网禁止通过虚
假交易提高信用度，一旦核实
违规会冻结账户。

学生就业如何

专家前来指导

日前，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
工学校举行交通运输、财经商贸、
旅游服务、信息技术类等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全体
工作会议。

为加强学校人才培养、专业
建设和教学工作的宏观指导，威
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邀请威
海职业院校、乳山党校和部分企
业高级管理层人员，成立专业建
设指导委员会，并向与会委员颁
发了委员聘书。

会议上，各位专家针对各专
业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从用人
单位的用工需求、学生的就业方
向、行业发展的趋势等方面，对人
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深化改革、
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宝贵
修改意见，并对汽车维修、旅游管
理、中餐烹饪、会计电算化、计算
机等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谈了各
自的看法。

(通讯员 李丹)

发发救救援援包包
25日，北门外社区居委会2015年救援包领取工作开始，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救援

包，已摇到号的市民可等通知领取。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威海经区国税局提升大企业
管理质效。该局组织大企业管理
人员深入企业开展调研，就企业
经营状况、发展前景、实现税收等
方面进行详细了解，倾听企业的
意见和建议，回应企业关注的涉
税问题，促进税企互信和合作。同
时，结合日常管理和巡查工作，汇
集整理企业股权构成、业务内容，
企业关联、生产能力等为主要内
容的企业经营信息，并逐户建立
重点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资料
库，确保准确及时地了解重点税
源的生产经营、税收政策执行、实
现税收等情况，切实提升重点税
源管理质效。

(通讯员 张广杰)

《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
务规范》出台后，威海经区国税局
着力推进纳税服务规范化。该局
将《规范》作为升级优化纳税服务
的基本准则，清理、废止冗余的制
度文件、工作措施；同时，将《规
范》中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
申报等服务事项所涉及的业务描
述、资料报送、业务流程等内容与
现行征管业务流程逐项进行比
对、梳理，对存在差异的11份文书
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改，最大程度
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规范税务
人，辖区内纳税人满意度和税法
遵从度不断提升。

(通讯员 张广杰)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孙
丽娟 通讯员 朱同伟) 刘某
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家出走。他
偶然在街上看到妻子，为拦下
妻子，刘某报假警称自己被抢
了14万元现金。刘某被行政拘
留7日、罚款500元。

20日13时许，涝台边防派
出所民警接男子刘某报警，刘
某称，他手拿一个装有14万现

金的手提包，站在高区某电子
厂门口，一对男女骑摩托车从
他面前经过，瞬间把手提包给
抢走了。

民警赶到现场，询问刘某
为何携带大量现金。刘某表情
慌张，称他在朋友协助下分别
在三家银行取钱，共计14 . 1万
元，都是购房首付款。民警确认
夺包男女的体貌特征，刘某称

摩托车上的女子看起来像自己
的妻子。

民警和刘某一起调取工厂
大门的监控，反复查看却未发
现有人骑摩托车抢夺刘某的手
提包。尽管如此，刘某坚称自己
被抢劫了。根据监控录像和刘
某的种种表现，民警多次核实，
最终刘某坦言自己报假警。

原来，刘某报假警是想让

民警出面帮忙找妻子。前段时
间，刘某拿妻子的手机翻看聊
天记录，怀疑妻子和一男子关
系暧昧。最近几天夫妻俩为这
事吵过架，妻子不辞而别且失
去联系。事发当天中午，刘某
路过高区某电子厂附近，看到
妻子和一男子同乘一辆摩托
车，为拦下妻子，刘某报假警
求助。

为为找找回回妻妻子子，，男男子子报报警警““被被抢抢1144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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