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年的变与不变
——— 写在银座汽车十九周年店庆之际

变———

百舸争流，勇立潮头

从历山路的展厅，到经十路
139号，银座国际汽车广场，再到
银座国际汽车中心(山东汽车总部
基地)，从“起步就与世界同步”到

“买车当然选银座”再到“买车用
车换车，当然选银座汽车”，营业
场所与经营口号的变化，承载了
银座汽车十九年来在经营理念、
经营模式上的不断改变与创新，
更见证了中国汽车流通改革大潮
瞬息万变的19年。

银座汽车一直在路上，始于足
下，行于无疆。

今年3月22日，银座国际汽车

中心(山东汽车总部基地)破土动
工。该项目对银座汽车实现“深耕
济南、立足山东、服务全国”的发展
战略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项目
的开工建设是银座汽车大力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智慧化的
重大举措。

该项目着力打造产业智能化
平台，以培育新动能为目标，将新
能源汽车物联网、车联网、配套物
流、汽车共享、智能汽车服务、金
融，智能出行、汽车文化传播等融
为一体，打造互联网思维下的国
内首个智慧汽车服务产业园区。

不变———

初心不忘，荣耀共享

以不变应万变！
生在齐鲁大地的银座汽车，

有责任勇担当，有温度知感恩。每
年的7月初，银座汽车都会以一场
盛会来回馈广大消费者。这不仅
是一个约定，更是一种默契，一种
责任。

本次周年庆，银座汽车旗下一
汽-大众、一汽奥迪、上汽大众、通
用别克、上汽斯柯达、广汽本田、平
行进口车联袂巨献：78元购车认筹
百倍翻，店庆特供车型最高钜惠20
万，更有分期购车、二手车置换多
重补贴，二手车拍卖会，19元超值
换购，780元店庆专享服务套餐缤
纷上线！

活动期间购车尊享现场抽
奖，100%中奖，立减1000-5000

元。拒绝套路，以最直接的方式，
给您实实在在的买车、用车、换车
优惠！

银座汽车的一站式购车服务，
车购税一条龙，更能让您在炎热的
夏日省心、省时、省力！

变———

拥抱时代，奋楫者先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拥抱时
代，奋楫者先。

未来，银座汽车将不断优化
平行进口车盈利模式，扩大并逐
步建立平行进口车境外稳定采
购渠道，完善平行进口车供应链
金融业务模块。目前，银座汽车
已 分 别 在 天 津 、青 岛 设 立 分 公
司，其他港口、自由贸易区也均
已布局网络分部，全国市场的遍
地开花远不是终点，银座汽车德
国公司已成立、美国海外仓业务
也逐步成型，一个更加国际化的
汽车服务平台正阔步向我们走
来。

不仅如此，银座汽车还在探索
新零售模式等领域开疆拓土。在互
联网+的浪潮下携高新技术与广阔
视野以应时代巨变。通过“智能出
行”服务的运营，银座汽车更将推
出“分时租赁”、“网络约车”等新型
服务，同时大力推行“新能源汽
车”。

总有一种力量让他们不惧将
来。纵观银座汽车的发展史，银座
汽车人始终坚信并奉行“美好生
活，奋楫者先”。

十九年有多久？
6940天，166560小时。说
出来觉得很长，蓦然回
首一瞬间。十九年来，银
座汽车与您共同见证城
市的每一次变化，体悟
每一次成长，分享每一
份快乐。我们是这个城
市巨变的参与者、亲历
人，更是这个时代的弄
潮儿！

“美好生活，奋楫
者先”是7月6日-8日银
座汽车十九周年庆的
主题。奋楫者先，语出

《礼记·中庸》，意思是
努力划桨的人才会领
先。活动主题显示出银
座汽车人在公司19周
年生日之际，对未来的
笃定态度，更显示出银
座汽车将以积极的心
态，国际化的思维，持
续不断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更优质更专业服
务的决心。十九年且行
且歌，银座汽车勇立潮
头。

今天值银座汽车19
周年店庆之际，我们走
进这家企业共同探索其
十九年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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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天持续高温
8日开始迎来连续阴雨天

播报

为有效遏制扬尘污染，切实改
善辖区空气、环境质量，自7月1日
起，天桥区北村街道再次展开新一
轮督导整治行动，强力助推夏季扬
尘治理行动“持续升温”。

行动中，街道城管委联合区
综合执法局北村中队对辖区内
济南第四人民医院在建工地、标
山片区B3地块及拆违拆临现场、
园林绿化施工场地等扬尘易发、
多发区域展开不间断巡查整治

及不定时“回头”督导。街道纪工
委及时跟进，对各相关施工工地
落实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情
况进行实时追踪督导。同时，街
道环卫所调配两台大型洒水车
交叉出动，对辖区内主要道路和
部分施工工地进行巡回洒水作
业，每天洒水量超30吨，最大限
度地降低了道路扬尘对环境空
气质量造成的影响。

记者 王僖 通讯员 张伟娜

北村街道强力助推夏季扬尘治理“持续升温”

北坦街道纪工委严肃监督执纪 助力“散乱污”整治

5日一早太阳如期上岗，晴热当道，又是火辣辣的一
天。未来两天高温将持续在岗，防晒避暑还将是主旋律。8
日开始雷阵雨“杀”到，气温将迎来下降。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5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5日夜间
到6日晴间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6日早晨最低气温23℃左
右，6日最高气温34℃。7日多云间晴，北风转南风都是2～3
级，最低气温21℃～23℃，最高气温33℃。8日多云转阴，夜
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级，气温下降。9日～11日阴有雨，
北风转南风都是3级，气温继续下降，最高气温29℃左右。
12日小雨转多云，南风3级，气温变化不大。记者 段婷婷

本周六制造业服务业招聘会等你来
多家单位将提供2000多个岗位

5日，记者获悉，山东省老龄办启动2018年山东省“读
敬老书，做敬老事，写敬老文”有奖主题征文和2018年山
东省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活动。本次征文主题为：

“读敬老书，做敬老事，写敬老文”，面向全省开展，截稿时
间为7月31日。本次征文活动设一等奖15篇、二等奖30篇、
三等奖60篇、优秀奖若干篇，均颁发获奖证书，同时给予
一、二、三等奖作者一定物质奖励。征文体裁不限，题目自
拟。每篇文章字数限2500字以内。每名作者限报2篇作品。
投稿采用Word电子版，直接投稿至各市电子信箱，不接受
其他形式投稿。 记者 郭学军 通讯员 潘思兴

我省启动敬老养老助老有奖征文
每名作者限报2篇，7月31日截稿

近日，街道纪工委围绕天桥区
整治“散乱污”企业专题会议精神，
研究制定落实意见及进一步问责问
效、强化纪工委监督执纪的具体措
施，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
进入战备状态，加强对辖区“散乱
污”企业的日常管理、随机督查和动
态监督；严格依据《北坦街道整治

“散乱污”企业街道、社区分工》，联
合辖区派出所、执法中队，进一步加
大摸底排查力度，杜绝辖区出现“散
乱污”企业。同时，层层落实责任，明
确责任到人，全面彻底、从严从实形
成整治“散乱污”企业的高压态势，
对责任落实不力的要严肃问责，为
全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赶超发展保
驾护航。记者 王僖 通讯员 杨雪艳

7月7日(本周六)上午，济南人才市场将举办制造
业、服务业专场招聘会。届时，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
公司、济南锅炉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
公司等单位将提供2000多个岗位，欢迎广大毕业生进场
求职应聘。据介绍，此次招聘的岗位涉及质检员、资料
员、安装造价员、平面设计、外贸跟单、销售工程师/区域
销售经理、管培生/实习生、研发管培生、车间操作工、焊
工(气焊)、热泵质量控制、采购专员、财务会计、助理、人
事专员、网站维护、物流专员及市长热线客服(12345客
服)等。 记者 王红妮

开奖公告

开奖公告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七里山街道城管委不走寻常路，构建管理新平台

为 建 立“ 责 任 、有 序 、高
效 ”的 城 市 管 理 工 作 推 进 机
制，巩固创文成果，七里山街
道办事处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以动态监控、调度指挥、问题
处置、考核监督为抓手，整合
多方资源、融合执法力量，建
立了集互联网、视频监控、轨

迹管理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一
体的城市管理信息化系统，实
现了履职有规、监督有效、权
责 分 明 的 工 作 环 境 ，构 建 了

“事事有人管、人人都负责”的
城市管理模式，有效地破解了
新形势下城市管理难题。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车雪梅

为增强中小学生交通

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

力，7月3日下午，青岛平度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宣

传民警来到辖区学校，宣传

暑期交通安全知识。民警还

通过“小手拉大手”，发动孩

子们回家后向父母宣传道

路交通安全知识。

通讯员 陶龙飞 摄

影报道

平度交警进校园宣传暑期交通安全

排列3第18179期中奖号码
为：7、1、3。下期奖池奖金：
10945948 . 08元。

排列5第18179期中奖号码
为：7、1、3、3、1。下期奖池奖金：
239657572 . 02元。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59 . 5

亿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5日

3D第2018D179期开奖结

果：7、2、4

双色球第2018S077期开奖

结果：红球：02、05、09、15、20、

24 蓝球：10

201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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