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宝来 Sportline10 月 28

日正式上市发售。1 . 4TSI 手
动售价为 13 . 28 万，1 . 4TSI+

DSG 售价为 14 . 68 万元。

高翘、饱满的尾部造型
和宝来 SportLine 整体风格搭

配更带来霸气十足的运动气

质。高亮 B 柱外盖板、樱桃红

尾灯，以及 16 寸多辐轮毂更

是将这种气质特性加以完美

地修饰。

宝来 SportLine 采用了大

众先进的 1 . 4TSI 涡轮增压缸

内直喷发动机，其充分结合

了燃油缸内直喷和涡轮增压

技术，使发动机效率、燃油经

济性、动力性能和排放控制

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宝来 SportLine 自动档车型应

用了 7 速 DSG 双离合自动变

速器，不仅兼具了自动档的

平顺舒适和手动档的低油耗

优势，带给消费者最大的利

益是终身免维护。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宝来 SportLine 全

系标配目前汽车防滑装置的

最高级配置 ESP 系统(即车
身动态电子稳定程序)。该主

动安全设备由于性能俱佳、

使用可靠，一般只在更高级
别的车型当中采用。这些功

能有效提升了宝来 SportLine

驾驶和乘坐时的安全性。

自 2008 年宝来上市以

来，迅速开创了德系轿车市
场快销加热销的新时代。特

别是 7 大升级和 5 项增配的

宝来 2011 款推向市场之后，

更是取得了不错的市场业

绩，尤其搭载 TSI+DSG 动力

总成技术的车型更是极大地

改善了燃油经济性，为宝来

用户带来更多实惠、更多驾

驶的乐趣。

可以说，宝来 Sportline

是继宝来 1 . 4TSI 版本推出之

后的又一款力作，将进一步
丰富宝来品牌的产品线，带

来品牌价值的又一次提升。

处处流露的激情元素和动感
驾驭也将担负起宝来品牌在

“年轻、自信、个性、进取”等

方面的更高产品形象提升的

重任。对于热爱运动的、追求

风尚的消费者来说，它也绝

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选择。

动感升级 宝来 Sportline 东营上市
角膜塑形是一项近视矫治和近视控制

技术，必须在专业的视光师指导下进行。它

根据近视用户的角膜几何和屈光度数设计

一种特殊的硬性角膜接触镜，镜片采用高

透气材料加工制作，用户每天配戴 8-10 小
时后，其余时段眼睛处于不近视或降低了

的近视状态，不用戴任何眼镜。如果用户夜

间戴镜，则白天不用配戴眼镜。角膜塑形镜

适合所有年龄有需要的近视眼患者，600 度

以内中低近视人群能明显提高视力，也更

加安全，青少年可以有效地遏制其近视的

快速加深。

视觉训练的斜弱视解除

传统的弱视治疗更注重于戴镜及视觉

刺激。对于弱视者，特别是中度以上弱视儿

童，单纯戴镜及视觉刺激效果较慢，时间较
长，可能会耽误其最好的治疗时机；其次长
时间戴镜造成调节能力下降，不利于其眼

轴的发育，裸眼视力也很难提升。因此，最

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结合戴镜，进行相应

的眼机能训练。它是一种纯物理的训练，不
吃药不开刀，安全无副作用，而且不反弹。

它通过自觉式的训练，来提升视觉统合能

力、促进远视儿童的眼轴发育、矫正斜视、

健全弱视儿童的眼机能。因而见效快，效果

显著，有效率高。

视觉训练的近视控制

视觉训练是为每个真性近视或假性近
视患者量身定制的一种视力保健方案，近
视患者由于眼肌能的不足或长时间看近产
生的眼肌能力下降产生视疲劳，导致近视

度数的加深。视觉训练有效解除视疲劳，增

强眼肌能力，改善神经中枢的传导，打通视

路，从而解除假性近视和控制近视度数加

深的速度。

地址：济南路移动公司斜对面雪亮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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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46-8779977

角膜塑形镜，让您摘下眼镜不再是梦想

2010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四

见习编辑：曹萌 美编：陈惠芳 组版：郭军

今日黄三角·热线

C05
新闻热线：8065000

开发商圈建停车位待价而沽
燕山小区居民遭遇出行难

本报 11 月 17 日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李金金) 17 日一早，位于西

城的燕山小区又一辆轿车撞在了停

车围栏上。据小区居民介绍，两三个

月前，开发商用隔离杆围上停车位

后，就不断有车撞在上面。该小区的

物业和居委会称，他们多次与开发

商协调拆除隔离杆，但均未得到答

复。

17 日中午，记者在该小区看

到这片被围起来的停车位。三十
多个停车位，几乎占满了两栋楼

之间的空地，只留有一条窄窄的

小路供车辆通行。居民陈女士抱

怨说：“天天有车撞到围栏上，特

别是到上下班的时间，倒车都困

难。”7 0 多岁的李老太说，每次

扔垃圾她都要小心翼翼地越过

这些围栏，好几个退休老职工经

过这里时被绊倒。

据该小区的一位居民透露，燕

山小区原来是粮食局的宿舍，后来

停车位以南都卖给了一家开发商。

开发商以 1 . 5 万至 3 万的价格将停

车位出售给居民。目前没见有人买

停车位。

燕山小区的居民称，他们曾

多次拨打相关部门电话反映情

况，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燕

山社区居委会的黄女士告诉记

者，居委会曾并多次联系开发

商，但都没有结果。

记者根据物业提供的开发商电

话拨过去，一位女士称，这个电话是
现在是一家店面的，她并不知道开

发商的联系方式。

三十多个被围的停车位，占用了小区内的大块空地。见习记者 李金金 摄

本报 11 月 17 日热线
消息 (见习记者 嵇磊

张昆) 17 日，有读者向本

报反映，东二路“驾训中

心”的公交站点整改后，

至今仍没安装上公交线路

牌。这给周围市民的出行
带来诸多不便。

1 7 日 1 0 点左右，记

者来到了东二路该站点，

看到路东的站牌只剩一个

绿色的广告架，而公交站

牌却不见了踪影。在广告

架前有四五个市民在此等

公交车。路西的站牌也只

有广告牌。

“这个站点的公交线

路 牌 被 卸 走 五 六 个 月

了。”一位等车的市民告

诉记者，东二路上的公交
车来往南北方向，站牌没

有了，不知道的人要走到

锦华一区去坐车了。家住

海河小区的万大爷说：“经

常有到驾校考试的，不熟

悉的市民来这坐车的，很

不方便。”

采访过程中，有市民

告诉记者，“东营区政府”

站牌也没有了。随后，记者

来到“东营区政府”站牌，

看到站牌还在，不过站牌

名称和几条线路都没了。

等车的王女士说，有一次，

在这个站点坐车，看见站

牌名称和线路都没有了，

以为此站牌被撤消了。便

一直往西走，走到了另外

一站才坐上车。

据了解，由于修路，府前

街的几个公交站点也是“有

站无牌”。“原来刚开始修路

的时候，站牌往后移了点，现

在没有站点提示了，只能估

算位置坐车了。”等车的刘

女士告诉记者。

记 者 联 系 了 东 营

市 公 交 公 司 ，负 责 人

说，将尽快把线路牌安

装好。

公交“有站无牌”

乘客乘车被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