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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热线

今日聊城

力挺体验式营销

海马汽车宜居之旅Ⅱ即将启程
3 月 19 日，“安享宜居

全新福美来三代宜居之旅
Ⅱ”活动将在全国十个城市
依次展开。作为海马汽车体
验式营销的一部分，同时也
是去年“全新福美来三代宜
居之旅”活动的延续和升
级，此次活动将以更具创意
的展台布置、更具观赏性的
现场表演、更具互动性的体
验形式，携全新福美来三代
的市场热销之势，为广大消
费者呈现全新福美来三代的
优秀产品品质和“宜居”的
品牌理念。

“全新福美来三代宜居
之旅”活动于 2010 年 11 月
启动，途经全国十大重点城

市，在 2011 年 1 月 12 日圆
满结束。在去年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本次“全新福美来
三代宜居之旅Ⅱ”再接再
砺，将于 3 月 19 日首先在佛
山和杭州两地同时拉开帷
幕，此后两条路线并进，一
路北上，分别途径武汉、郑州、
太原和南京、合肥、青岛，最终
在贵阳和沈阳完成整体活动。
届时，全新福美来三代势必将
再掀一股横跨祖国南北的“宜
居新风暴”。

全新福美来三代自上市
以来，连续三月销量过万，
其全配置宜居空间、全驾程
灵动操控、全方位五心安全
三大核心卖点得到了消费者

的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
海马汽车结合 2010 年“宜居
之旅”活动成功举办的经验
上，基于全新福美来三代的
出色产品性能和品质，对
“全新福美来三代宜居之旅
Ⅱ”活动环节的流程和形式
作出调整。除了常规的产品
讲解、用户试驾、游戏互动
以及城市巡游之外，此次
“全新福美来三代宜居之旅
Ⅱ”增设了 3D 立体画面观赏
体验和 2011 年 CTCC 赛事新
战车—全新福美来三代亮相
环节，为消费者全方位的展
示 全 新 福 美 来 三 代 的 五
“心”安全和灵动操控特
性。

50 万用户信赖

自由舰寻天下“最车主
如果您是自由舰车主，

或许您驾驶自由舰的里程
最长；您所在的家族也许拥
有最多自由舰；您与自由舰
的故事或许最具色彩。3 月
18 日，“百万里传奇路”-寻
找自由舰“最车主”活动在
全国拉开序幕。

作为吉利汽车推出的
一款经典家轿，自由舰上市
以来销量已突破 50 万辆，
连续 4 年蝉联 1 . 3L 销量
冠军，在此佳绩的背后，也
涌现出无数的传奇故事。

据悉，本次活动将在全
国所有自由舰的用户中寻
找“最车主”，他们分别是：
驾驶自由舰行驶里程最长

的“最传奇车主”；家族购买
自由舰最多的“最给力车
族”；经历令人感动的“最故
事车主”。用户可以通过提
供图片、文字、视频参与活
动，经过主办方认定和网友
投票，最终选出各项“最车
主”。

自由舰用户可以到全
国各地自由舰经销商展厅
报名，也可以登录“百万
里传奇路”活动官方网站
(www.geely.com/zuichezhu)
进行注册，上传相关资料
进行报名，此次活动将持
续一个月。最终评选出的
“最传奇车主”将赢得新
款自由舰一辆；“最给力

车族”及“最故事车主”
将获得价值 3999 元的加油
卡。另外，在活动官方网
站参与投票的网友，每周
还有机会抽取幸运大奖-苹
果 IPod shuffle 。

百万见证信赖，进取
缔造辉煌。自由舰连续四
年蝉联 1 . 3L 销量冠军，
50 万辆销售佳绩，使得自
由舰在同级车型中脱颖而
出，成为自主品牌热销车
型的典型代表，也让我们
看到了消费者对自由舰的
信赖。2011 年，新款自由舰
即将上市，在传承自由舰稳
定品质的基础上，经典将再
度延续。

鸡舍失火“烧”鸡七八千只
大火怀疑因电线老化引起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
息(记者 刘彦朋 通讯
员 董雪) 21 日早上，
东昌府区湖西街道办事处
潘屯村一家养鸡场失火，
鸡舍内八九千只鸡苗约有
9 成多被烧死。

8 时 30 分左右，记
者赶到位于新南环与聊阳
路十字路口西 2 公里处路

南、潘屯村西首的养鸡场
时，大火已被扑灭，约
50 米长的鸡舍，有 30 多
米完全烧毁，被烤死和熏
死的鸡苗成片堆在地上，
现场仍不时有小股明火和
黑烟冒出。幸存的几十只
鸡呆立在养鸡场院内。

据介绍，大火是 7 时
50 分左右着起来的，听

到养鸡场工作人员呼救，
潘屯村多名村民和附近工
厂工作人员急忙赶到现场
帮忙扑火。

“我刚到办公室，就
听见噼里啪啦的响声，以
为是养鸡场放鞭炮，出门
一看，发现鸡舍正呼呼地
窜火苗、冒烟。”参与救
火的目击者称，他跑到养

鸡场救火时，养鸡场一名
60 多岁的老太太在大火
中受伤，已送往聊城市人
民医院救治。

另一位目击者潘先生
说，他赶到时，刮的是北
风，火势很大。他和另外
七八名村民拿着十几只水
桶，从公路边的水沟里提
水灭火。

养鸡场的工作人员表
示，前天刚补充了 2000
多只鸡苗，鸡舍里的八九
千只鸡苗约有 9 成多被烧
死，得损失数万元。被烧
伤的老太太是鸡场老板的
母亲，平常专门为鸡场工
作人员做饭。

据聊城市人民医院烧
伤科医生蒋(音)大夫介

绍，被烧伤的老太太 65
岁，莘县人，面部、头
部、手部、膝盖等多处受
伤，手部最为严重，属于
三度重度烧伤，需要手术
治疗，但无生命危险。

据鸡场工作人员初步
判断，大火疑因鸡舍电线
线路老化引起。

翻斗车卸货挂住万伏高压线
司机重新返回车上时遭电击身亡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杜凌燕

21 日下午，
在东昌府区道口
铺街道办事处一
家混凝土搅拌厂
内，一辆翻斗车
卸完货，车斗落
下时挂住一条万
伏高压线，司机
重新返回车上时
遭电击身亡。

21 日下午，翻斗车卸货时正好
停在高压线正下方。图为车斗还挂
在一条万伏高压线上。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下午 2 点左右，记者赶
到聊堂路路北这家名为“永
辉砼业”的混凝土搅拌厂，
门口几名工人正在谈论翻斗
车司机被高压线电死的事
儿。在他们的带领下，记者
在位于工厂东北角的料场看
到，一辆大型翻斗车停在高
压线下面，车斗还在高压线
上挂着，高压线被压得下垂
约 2 米，但没有断。记者目
测发现，这里的高压线高 6
米多。

现场一位工人说，出事
的翻斗车是给厂里送料的。
下午 1 点多，司机发现车斗

挂住高压线，打开车门跳下
车，不知什么原因，这名司
机又返回车门旁，站在地面
上用左手拉车门，这才遭到
电击。

在场的另一名工人说，
翻斗车车轮是橡胶的，起到
了绝缘效果，所以跳下车时
没事，等他站在地上用手去
拉车门，就会将电流引到地
面上，以致触电。这名工人
说，司机重新返回车上可能
是想去拉手刹。

聊城市人民医院急诊医
生介绍，遭电击的司机送到
医院已没有呼吸和心跳，他

们抢救了 1 个多小时，没能
挽回司机的生命。“司机左
手有一块烧伤痕迹，脚底被
烧出两个小洞。”医生介
绍，这名司机是东阿县姜楼
乡人，今年 42 岁。

事故发生后，东昌府区
道口铺供电所派员工到现场
检修，记者赶到该供电所
时，供电所员工正在收拾电
线等维修材料，准备前往现
场。“我们接警后，立即断
掉这条线路的电源。”供电
所所长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这条高压线有一万
伏。

这名工作人员说，永辉
砼业这次事故不是个例，在
3 天前，该企业的一辆车就
曾挂断一根高压线，供电所
已开出整改通知书。

“翻斗车没有把电线挂
断，维修起来不算太难，当
天下午 6 点之前能恢复供
电。”该供电所服务处一名
员工说，此次事故共导致 3
个村、 2 0 多家小公司停
电，影响范围不算很大。

当天下午 6 时 10 分，
记者致电道口铺供电所，该
所工作人员表示，高压线路
已恢复供电。

东昌府区道口
铺供电所员工提醒
说，一万伏高压线
的安全距离是 70
公分，如果超过这
个安全距离就有遭
电击的危险。该员
工还提醒货车司
机，在运输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上方的
高压线，避免接触
高压线引发危险。

格特别提示

失主街头巧遇

失窃电动车

警方顺藤摸瓜

打掉一盗窃团伙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
息(记者 刘彦朋 通讯员

初宏宇) 近日，家住茌
平的赵先生在某浴室门口
“巧遇”自己被盗的电动
车。茌平警方接到报警，
顺藤摸瓜摧毁一个盗窃销
售电动车的 6 人犯罪团
伙。

今年 2 月份，赵先生
刚买不久的电动车被盗。
17 日，在茌平城区某浴室
门口，赵先生竟发现两女
子所骑的电动车就是自己
1 个多月前失窃的，他立
即拨打了 110 。警方赶到
后，把骑电动车的女子曹
某带回询问，曹某供认电
动车是其前男友张某送
的。

警方根据这一线索，
在茌平县城区一出租房内
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王
某某。又根据两人供述，
先后在某汽车装饰门市
部、文化广场、西关农贸
市场等地，把涉嫌参与收
购、销售被盗电动车的沈
某、李某、戚某某等 4 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

据供述，张某、王某
某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
在茌平县城区部分小区和
村庄，作案 30 多起，先
后盗窃电动车 30 余辆及
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低价
卖给沈某、李某某等 4
人，再由他们转手盈利，
涉案物品总价值 4 万余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