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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马上就要来啦，你是否
还在纠结为家人送一个什么样的惊
喜？鲜花太土，红包太俗，不如送一
套恒大名都的湖景豪宅吧，给TA一
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当然啦，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楼
市利好政策频出，对于我们而言无
一不是利好消息。首先，一拨又一拨
的降息让人“猝”不及防，买房的利
息比之前优惠了一大截；其次，全面
放开二胎政策让改善置业成了大众
需求，年底换好房成了不少消费者
心声。所以，趁着恒大名都圣诞大优
惠，湖景豪宅来一套当然是最好不
过啦！

据了解，在“圣诞”期间购房不
仅可以享受85折钜惠，到访即可享
受恒大名都“八重豪礼”：一重礼：首
付3 . 8万起住瞰湖豪宅；二重礼：最
高赠送22万全房装修；三重礼：购房
即送3-6万品牌家私；四重礼：购房
即享车位半价优惠；五重礼：5套优
惠房源限时秒杀；六重礼：成功认购
砸金蛋，品牌家电抱回家；七重礼：
老业主带新客户到访均可获赠恒大
粮油，老业主成功介绍额外豪礼；八

重礼：到访抽大奖，赢恒大大礼包。

千亿恒大三冠加身
铸就巅峰豪宅

2015年恒大足球豪夺中超联赛
冠军、亚冠冠军，创造中国足球记
录，问鼎亚洲之巅；2015年10月恒大
地产劲销258亿，夺取地产热销冠
军，率先完成1500亿年度销售目标。
从最近恒大发布11月份业绩公告显
示，其11月实现销售额178 . 5亿，同
比增33 . 2%；今年前11月累计已完成
销售额1723 . 9亿，同比增42 . 8%，完成
上调后1800亿年度目标的95 . 8%，目
标完成率仍居全国第一。

热销不仅来自于恒大冠军品质
和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更来于消费
者对恒大品牌的信赖和支持。同时，
恒大地产集团向全国消费者承诺践
行无理由退房政策。凡是购买济宁
恒大名都的住宅产品，且履行《楼宇
认购书》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各
项义务的，并且无任何违约行为，自
签署购房合同之日起至办理入住手
续前的任何时间，均可享受无理由
退房。现在，安家恒大，省钱、省心、

省时，幸福生活无忧开启。
此外，恒大投1600亿打造的全

球最大的填海岛屿，600名世界级设

计师的未来规划的海南海花岛项目
即将开盘。这里有40公里原生态海
岸线的稀缺海景，20平-630平的高

层瞰海公寓、一线海景洋房以及别
墅等不同的产品将荣耀面世。

（李从伟）

本报讯(通讯员 刘
钦同 池宁宁) 12月11

日，汶上县供电公司联合
县经信局，对汶上县南站
镇供电服务区开展电力
设施隐患排查，提高设备
运行安全，这是该公司开
展“大排查·快整治”活动
的一个缩影。

为加强全县电力设
施安全保护工作，清除
安全隐患，让全县人民
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
节，该公司联合汶上县
经信局、安监局等政府
相关单位，成立联合检
查组，按照“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的总要求，于12月初启
动“大排查·快整治”活
动，组织开展全面、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安全
生产隐患整治专项行
动。检查组按照时间节
点，分片化区，不留死

角，全面排查整治服务
区的违章树木、建筑、施
工、放炮采石等危害电
力设施的行为，并清查
非法收购电力物资器材
的废旧物品收购点，堵
塞销赃渠道。同时，加大
对特殊教育学校、中小
学、幼儿园等校园电力设
施检查力度，重点排查配
电室、取暖设备、漏电保
护器、插排等设备隐患，
帮助整理线路，提高安
全水平，为广大师生创
造良好的用电环境。

截至目前，共排查
出隐患280余条，当场下
达《事故隐患通知书》93

份，明确整改时限，跟踪
督导和协助消除安全隐
患。同时，该公司梳理隐
患，分析原因，积极与政
府沟通，完善政企联合
保护电力设施机制，确
保电网设备安全运行。

汶上供电
开展电力隐患排查整治

自考驾照，是否意味着驾校会成为“历史遗物”？对于“自考驾照”新规一事，驾校普遍表现淡定。市内一
家大型驾校，笔者看到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仍然不少。对于自考驾照，该校一位负责人认为，目前《意见》还
没有真正落实。“例如自备车辆安装安全辅助装置应否加以统一认证？指导自学的随车人员需要具备哪些
条件？”这位负责人认为，目前具备这两样必要条件的，在驾驶员培训市场上仍然只有驾校。

“即使政策全面放开，上述两项条件的完成也需要成本。综合计算，个人聘请陪练、在自备车上安装安
全辅助装备，花费未必比到驾校报名小。”该负责人认为，从此而论，驾校的“淡定应对”理所当然。

驾驾照照考考试试拟拟颁颁新新规规
自学考驾照有望实施

12月10日，“品质金杯
冠军中华——— 华晨汽

车山东省媒体交流会在
山东聊城阿尔卡迪亚温
泉酒店成功举办，此次活
动中华汽车以华晨中华
及华晨金杯为主线，向社
会媒体提交一份完美的
答卷。

中华V3，是一款可
以充分满足年轻人需求
的“高性能智控SUV”。在
整车设计上，将中式美学
与国际时尚完美融合，打
造出动感硬朗、个性十足
的时尚炫酷外型。1 . 5T的
动力与他们澎湃、强悍的
内心极为神似，在2000转
时即可达到220Nm的峰
值扭矩，表现十分抢眼。
并在联合电子的发动机
标定技术、韩国进口5AT

手自一体变速器及电动
助力转向系统的共同驱
动下，中华V3凭借超强
动力、完美操控，成为一
款实力派SUV。

作为今年中华品牌
旗下的明星产品,中华V3

上市以来备受消费者青
睐，凭借高颜值、高性价
比在权威奖项评选中所
向 披 靡 ：腾 讯 汽 车
2015TTA最具影响力自
主小型SUV大奖；爱卡

2015小型SUV年度车型
奖；2015搜狐“最佳广告
创意创新奖”，更因为中
华V3前所未有的创新营
销表现，在传播业最高层
次年度荣誉盛典上荣获
社会营销大奖。在广州车
展期间，中华V3又荣获
2016一猫最佳小型SUV

奖、汽车头条2015年度新
媒体传播最具创意性案
例奖，新浪汽车2015广州
车展新车评选最受欢迎
小型SUV奖。广州车展完
美收官之际，中华V3又
以王者之姿摘取组委会
特别大奖——— 最佳自主
车型奖。

2015年，华晨金杯成
功携手国内最大的航空
公司——— 南航，并成为其
唯一汽车类合作伙伴，在
有力拉升金杯品牌形象
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升了
旗下产品——— 全新阁瑞
斯卓越商务形象。

华晨金杯历经26年
的发展，在与丰田、宝马
等国际一流汽车企业的
合作中，通过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在研发、技
术、管理等各方面都得到
显著的提升，积累了丰富
而专业的造车经验。

(缪大鹏)

品质金杯 冠军中华
——— 华晨汽车山东省媒体交流会圆满落幕

12月10日上午，公安部、交通部
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
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我国
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全面改革，提出
试点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

《意见》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
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
学直考。允许个人使用加装安全辅
助装置的自备车辆，在具备安全驾
驶经历等条件的随车人员指导下，
按照指定的路线、时间学习驾驶，并
直接申请考试。

自学驾驶所用自备车辆，不得用
于经营性的驾驶学习活动。自学人员
上道路学习驾驶前应到公安机关免
费领取学车专用标识和学习驾驶证
明。自学人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
的，由随车指导人员依法承担责任。

按照严格管理、保障安全的要
求，制定实施用于自学驾驶的车辆
条件、随车指导人员条件以及训练
路线时间划定、交通违法处理、事故
责任认定、保险理赔等管理制度。

据了解，2016年上半年，部署驾
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工作，明确
各项任务推进步骤，启动重大改革
事项试点；2017年，总结试点经验，
深入推进改革实施；到2018年，完成
改革重点工作任务。

也就是说，如果你所在的地区
被选为试点省市，2017年就有望享
受到这些福利政策。对于全国大多
数民众而言，2018年就可以不同程
度地享受《意见》中提出的这些改革
举措了。

看点：驾照可以自学直考了，用
自己的车就能开练

新政出台后，学车不必非得去
驾校，你还可以自学直考。《意见》明
确，在有条件的地方，将试点非经营
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

可以用私家车自学吗？答案是
肯定的。同时，为了学车过程中驾驶
员和行人的安全，《意见》也做出了
限制性规定：允许个人使用加装安
全辅助装置的自备车辆，在具备安
全驾驶经历等条件的随车人员指导
下，向公安机关领取学车专用标识
和驾驶证明后，按照指定的路线、时
间学习驾驶，并直接申请考试。

看点：任何国家机关不得举办
或者参与驾驶培训机构

《意见》划下了红线：任何国家
机关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主管部
门，一律不得举办或者参与驾驶培
训机构。公安、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及
其配偶、子女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
或参与经营驾驶培训机构。

《意见》同时明确，依法实施驾驶
培训机构准入许可制度，对符合法定
条件的申请人，交通运管机构不得拖
延或禁止准入，不得增设额外条件。

看点：驾驶人发生严重事故，倒
查考试发证过程

《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凡是驾
驶人取得驾驶证后三年内发生死亡
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要倒查考
试发证过程，发现考试员有参与伪
造考试成绩、降低考试标准等违规
问题的，取消其考试员资格，终身不
得参与驾驶考试工作；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还为教练言行戴上金
箍：组织或参与考试舞弊、以各种名
目向学员索取财物的，依法从重处
罚并不得再聘为教练员。对学员投
诉多的、培训质量差的教练员也将
严格考核和退出机制。

看点：驾校不再一次性预收全
部费用，将计时培训计时收费

驾驶机构将实行计时培训计时
收费。学员学车不仅可以先培训后
付费，还能自主预约培训时段、自主

选择教练员、自主选择缴费方式。
看点：考试不用总排队，将建设

更多社会考场
国家将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建设

社会考场，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使
用社会考场。通过民间与政府的合
力，彻底解决学车场地不够用这一
老大难问题。

看点：约考不再依赖驾校，可自
主选择考试时间和考场

《意见》规定，建立统一的考试
预约服务平台，提供互联网、电话、
窗口等多种报考方式。考生完成培
训后，可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考试
场地。

另外，考试费的收取也有所变
化。现在，自主约考确定后才会收取
考试费，你可以选择分科目或一次
性全部缴纳考试费，最重要的是，支
持网上支付。

看点：不用担心不熟悉考试场
地，考前可免费看

自学直考的考生对场地不熟悉
怎么办？《意见》明确指出，允许考生
考前免费进入考场熟悉环境。同时，
还会提前公布考试场地设施布局、
考试流程和路线。

另外，考试过程也得公开。《意
见》明确，当场公布考试成绩，在考
场、办事大厅等场所直播考试视频，
如果有考生质疑考试评判结果，是
有权查询自己考试视频资料的。

看点：场考、路考、理论可连续
考，考生不再跑断腿

未来，我国将逐步推行场地驾
驶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一次性预
约、连续考试、减少考生往返次数。
调整小型汽车夜间考试方式，可在
日间采用模拟夜间灯光考试形式进
行。所有科目考试合格并按规定履
行必要的手续后，应当在当日向考
生发放机动车驾驶证。（宗合）

济济宁宁置置业业选选恒恒大大 冠冠军军品品质质有有保保障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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