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编辑 张婵 美编 武帅 质检 王宜迪

都市新闻

2020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

车坛盛宴铸品牌 十月“鸟巢”再相聚
—南阳日报社历届车展活动回顾
——
□全媒体记者 李 金 玺

自 2003 年举办首届车展及车模大赛以来，南阳日报社车展已经成功举办 26 届，成为南阳车市
的一块“金字招牌”。 为汽车经销商提供绝佳展示平台，让广大市民买车时得到实惠，南阳日报社车
展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和高度认可。
金秋十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10 月 1 日至 4 日，在市体育场（鸟巢），由南阳日报社举办的 2020
年第 27 届南阳日报社秋季汽车展博会暨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将盛大举行。 届时，各大名牌汽
车经销商将齐聚一堂，为南阳父老乡亲打造一场车坛盛宴。

城事速览
市市场监管局

检查计量器具
本 报 讯 （记者 王 陈 特
约记者 祁晓松）近日，市市场
监管局计量科和中心城区各

员向商户详细讲解电子计价
秤的操作、 维护和保养等相
关知识， 提高商户诚信计量

分局对各大集贸市场在用电
子计价秤进行计量监督检查。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检定规程， 对电子
计价秤的外观、置零准确度、
称量、重复性等进行检定，对

意识。
此次专项检查累计检定
电子计价秤 120 余台件，合
格率达到 99%以上。 市场监
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购买
商品时要认准使用贴有“
强

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张贴
检定合格证， 对检定不合格
的电子计价秤责令停止使
用， 确保在用电子计价秤
100%合格。与此同时，工作人

制检定合格” 标签的电子计
价秤， 遇到未经强制检定合
格或超周期使用的电子计价
秤， 要积极向市场监管部门
举报。 ③5

新华保险南阳中支

开展消防培训

汽车会展的“金字招牌”
大环境、大政策、大氛围，南阳
汽车市场持续发展壮大。 如今，
我市汽车消费呈现出火热势
头，市民汽车保有量逐年上升。
随着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汽

得益于国家汽车产业发展

过 17 个春秋。
从 3000 平方米展台到两
万平方米展台， 从解放广场到
市体育场（鸟巢），从二三十个
品牌汽车经销商到近 60 个品
牌汽车经销商……2015 年，南

报社车展的巨大品牌效应可见
一斑。
17 年，26 届，届届精彩。 每
一次， 南阳日报社都紧扣市场
脉搏，精心策划，全面推广，车
展规模一届比一届大， 档次一

车会展业也迅速崛起。 由南阳
日报社主办的车展，自 2003 年
成功举办第一届以来， 已经走

阳日报社车展累计接待参展群
众超 4 万人次， 成交汽车 500
多辆，成交金额近亿元，南阳日

届比一届高， 参展商家一届比
一届多， 汽车交易量更是逐届
递增。

汽车经销商和市民的“狂欢”
“金九银十” 是传统意义

南阳日报社车展作为当年销

神秘大奖、新车发布、特色

上的购车旺季，南阳日报社历
届车展为各大品牌汽车经销
商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 每

售的重头戏，借助南阳日报社
车展带动销量。
南阳日报社车展是南阳

美食、车模表演……每届南阳日
报社车展都能让市民感受到不
一样的魅力，各种优惠活动让市

一届车展，汽车经销商都会专
门制定一些针对消费者的优
惠政策和让利措施，点燃消费
者的购车热情。 作为汽车销售

市民关注度与参与度非常高
的大型会展活动。 为了提升展
会的观赏性和参与度，每一届
车展的组委会都精心策划，让

民买车得到实惠，在活动现场还
能看到精彩的文艺表演。
在南阳日报社车展上挑
选称心又实惠的好车，已经成

的一个重要节点，每届南阳日
报社车展都是各大品牌汽车

消费者既能领略各大汽车品
牌的风采，还能体验精彩纷呈

为南阳市民的消费习惯。“
走，
去南阳日报社车展现场买

经销商的“必争之地”，他们把

的文化活动。

车！ ”这是南阳市民的共识。

宣传“全方位” 影响更深远
自 2003 年南阳日报社举

击”，文图影像、抖音微信、网络

果累累，26 届铸就品牌。 今年

办首届车展以来，17 年来，南
阳报业传媒集团关于车展的宣

直播，样样俱全，全方位、多角
度、新手段等综合运用，必将使

国 庆 长 假 ，2020 年 第 27 届 南
阳日报社秋季汽车展博会暨新

传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科技发展推动南阳报业传媒集
团成功转型， 对于车展的推广

本届车展成为南阳市民街头巷
议的热门话题， 必将掀起一场
购车热潮， 本届车展的社会影
响力也必将更为深远、持久。

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 将在
南阳市体育场 （鸟巢） 与您相
约， 让我们一起见证南阳的车

宣传，也从以前的纸媒
“
单兵作
战” 到现在的全媒体“
团队出

南阳日报社车展，17 载硕

坛盛宴。 10 月 1 日至 4 日，
“
鸟
巢”，我们不见不散！ ③5

本 报 讯 （记者 张 婵 通
讯员 杨 蕊）日前，新华保险
南阳中支邀请河南中安消防
服务中心对该公司全体员工

逃生自救技能、 用电安全常
识等消防安全知识， 并结合
该公司实际情况， 提出切实
可行的防火措施和管理办

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普
及消防安全知识， 提高消防
安全意识， 强化消防安全责
任，防止各类火灾事故发生。
此次培训分为消防知识

法； 针对日常工作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具
体防火要求。
在随后的消防逃生应
急演练中，消防教员指导大

讲解和消防应急演练两个环
节。 消防教员借助典型案例，
详细介绍了火灾种类、 火灾

家如何正确使用办公场所
的火灾报警装置和消防逃
生通道，并在消防通道内模

原因、灭火器使用方法、火场

拟演练了火灾逃生。 ③5

救助患病村民

热心民警获赞
本 报 讯（记者 王 勇 通

生口角，还打骂父母。 去年，

讯员 刘 世 良）日前，社旗县
大冯营镇大冯营村村民杨
某赶到该镇派出所，向该镇
派出所民警救助其患病儿
子的爱心之举表示感谢。
自开展“百万警进千万

杨某的儿子曾经在该镇派
出所民警的帮助下入院治
疗，病情好转后出院返家。
民警与南阳市第四人
民医院联系，为杨某的儿子
开启绿色通道，并帮助他完

家活动”以来，该镇派出所
组 织 民 警 深 入 走 访 ， 把“问
民生、访民情”这项便民工
作做实做好。 日前，该镇派

善住院手续。 民警再三嘱咐
杨某一定要照顾好儿子，积
极配合治疗， 按时服用药
物，争取早日康复出院。 看

出所民警张旭坤、丁冬在景
庄自然村走访时，得知该村
村民杨某的儿子精神疾病
又犯了，不仅与左邻右舍发

着平静地躺在病床上的儿
子，杨某感叹道：
“
人民警察
为人民，你们真是百姓的贴
心人。 ”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