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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OU�SOON，一切即将改变
全新梅赛德斯 - 奔驰长轴距 C 级车即日起接受预订

自 4 月份北京车展亮相以来，全新梅
赛德斯 - 奔驰长轴距 C 级车得到了中国
消费者的持续关注。 为了进一步履行梅赛
德斯 - 奔驰对于忠诚车友的殷切承诺，仅
仅时隔四个月， 全新 C�200�L�和 C�260�L
即将登陆青海，目前已正式开始接受预订。
改变外观，焕然一新

全新长轴距 C 级车是同级别中首个
向中国客户提供轿车和运动轿车两款选择
的车型。无论是轿车还是运动轿车，全新 C
级车轮廓分明的车身外观富有十足的张
力，现代而又感性，极具辨识度的侧身特征
线完美诠释了奔驰的设计语言， 将雕塑感
的车身烘托出来。
改变环境，重释格调

全新长轴距 C 级车的内饰设计更是
匠心独运， 将简约明快与精致尊贵融于一
体。 另外，全新 C 级车还拥有多个同级别
中唯一的配置，全面向 S 级轿车看齐。层次
感丰富的 3 种环境氛围灯让全新 C 级车
具备了“了解”驾驶者心情的能力。而只有
在 S 级才能看到的 “香氛喷雾发生器”则
可以通过四种芳香在调节车内气味的同
时，满足客户的极致个性需求。
改变空间，放飞身心

全新长轴距 C 级车是同级别中的最
长车型， 加长后车身长度达 4766 毫米，轴
距较上代车型增加了 160 毫米，达 2920 毫
米，为后排带来了更多的空间。标配的运动
型前部座椅不仅增强了运动个性， 还有助

于扩大后座乘客的腿部空间， 使后座乘坐
舒适度得到极大的提升。 全新 C 级车还标
配了同级别中独一无二的超大面积全景天
窗， 让驾乘者可以在旅途中恣意享受蓝天
白云，星空月光。
改变动力，点燃激情

全新 C�200�L�和 C�260�L 搭载了国产
梅赛德斯 - 奔驰第三代 BlueDIRECT 缸内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在提高燃料燃烧效
率的同时更加节能减排。 优异的车身调
教极大提升了操控性，使转弯更加灵活，同
时实现了更加卓越的驾乘安全性。
改变智能，科技先锋

全新 C 级车的智能安全技术在同级
车中无出其右。 全系标配全 LED 大灯及尾

灯，不仅造型迷人，更带有智能照明系统以
及自适应远光灯辅助系统增强版， 可以根
据路况和车况自行调节， 让道路照明更高
效安全，视野更清晰。 此外，全系标配的碰
撞预防辅助系统增强版（CPA�Plus）、盲点
辅助系统及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最大程度地
保证了驾驶者的安全。

突破传统，毫不妥协。 随着全新 C 级
车的上市， 三叉星徽定将在中国散发更耀
眼的光芒。

C�you�soon…一切即将改变！ 敬请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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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价格疯涨 供需失衡是主因
高价或将持续到“两节”后

“鸡蛋多少钱一斤？”“六块钱。 ”“怎
么这么快又涨价了， 上周不还是五块多
吗？ ”

8月 15 日，省城兴海路、莫家街等农贸
市场的鸡蛋价格涨到六块钱一斤。 当日，
记者在一家大型超市里看到， 鸡蛋价格明
码标价“7.78 元一斤”，一些消费者看到这
个价格后直咋舌。

鸡蛋涨声一片，市民喊贵

“从早市上回来， 我就买了很多鸡蛋，
担心价格还会再涨。 贵呀！ 1 斤 5.6 元呢！ ”
8 月 15 日上午， 家住景岳公寓的范奶奶拎
着一大袋鸡蛋往家走，“真是弄不明白，还
不到一个月，价格就从 1 斤 4.8 元上涨到了
5.6 元。 ”

市民李女士说，平时她家人都有早上吃
鸡蛋的习惯，可最近几天看着鸡蛋的价格一
天比一天，她家的早餐成本也升高了。

价格升高源于产量少 成本高

针对鸡蛋大幅涨价， 湟中县一家蛋鸡
养殖厂的负责人分析：“导致鸡蛋价格上涨
有很多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夏季的高温天
气，导致鸡蛋的产量减少。 今年夏季我国很

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 这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产蛋鸡的存活量，并影响鸡蛋产量，
导致现在外地市场上的鸡蛋供应紧张，而
我省的鸡蛋又大部分来自其他省市。 ”

“另一方面， 饲料和运输成本也在上
涨， 饲料一吨的价格就上涨了 120 元左右，
运输成本一吨上涨 30 多元， 假如我一个月
需要 100 吨饲料的话，成本是很高的。 ”

“涨价是市场规律”

“这种涨价是市场的自然规律， 每年
在这个时间基本都会出现涨价的情况。 ”
多年经营鸡蛋生意的许师傅对记者说，经
验告诉她，每年到了八、九月份，鸡蛋价格
总是要上涨，“只不过今年的涨幅有些大，
涨得太突然， 大家一时之间难以适应而
已。 ”

“今年的三四月份时， 鸡蛋 4 块钱一
斤，现在突然升到 6 块钱，涨了一半，老百
姓一下子当然觉得难以接受。 ”

尽管价格上涨过快， 但许师傅并不担
心销量问题。“人们就是越贵越买，便宜了
他们反而不买了。 从今年 3 月份开始的一
段时间，市场上的鸡蛋无人问津，价格也是
最便宜的时候，但是现在这么贵，买的人还
是不少。 ”

分析：供求失衡导致涨价

“主要还是这段时间市场上供需不平
衡，市场上供应的鸡蛋少，人们对鸡蛋需求
量则越来越大， 这才导致价格短时间内暴
涨。 ”西宁市商务局价格监测部门负责人
介绍，目前，西宁市场上的鸡蛋平均零售价
格已经达到 6 元 3 角到 6 元 5 角之间，
“这个价格和上个星期相比， 又涨了七八
毛钱，确实涨得挺快。 ”

这位负责人分析， 当前鸡蛋价格上涨
主要还是两个原因，一是之前处于夏季，全
国各地的气温升高，导致鸡蛋的产量小；还
有一点则是临近中秋， 作为制作月饼的原
材料，鸡蛋被月饼生产企业大量收购，致使
鸡蛋价格升高。

此外，西宁市商务部门预测：根据目前
市场的情况， 鸡蛋价格在短时间内还将继
续处于高位、稳步上涨。等中秋和国庆两节
过后，有可能价格回落。

本报记者 杨健 见习记者 洛桑

省运会
民族传统射箭开弓

本报海南讯（记者 祁万强 李慧）8
月 15 日， 青海省第十六届运动会暨全
民健身大会“金河杯”民族传统射箭赛
在共和盆地射箭场激情开弓。 此次比赛
是我省历届民族传统射箭比赛以来规
模较大、档次较高、参赛选手较多的体
育赛事。

来自西宁市、海东市、果洛藏族自治
州等地的 41 支队伍参赛，共计 410 名选
手。 竞赛项目有复合弓男子团体十人组
比赛； 反曲弓男子团体、 男子个人组比
赛； 传统弓男子团体赛、 男子个人组比
赛； 传统弓女子团体赛、 女子个人组比
赛，此次活动共举行两天。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共和县射箭运
动馆采访。 据了解，这是我省目前唯一
的室内射箭场，这里迎来了首场射箭比
赛，场内的气氛跟随运动员的激烈角逐
空前火热，运动场上汇集了来自各县的
射箭团队，参赛选手跃跃欲试。 观众席
上汇集了全省射箭比赛的体育爱好者，
不少观众拿着望远镜观看比赛，喝彩声
此起彼伏。

三千多名困难学子将获资助
本报讯（记者 姚兰）8 月 15 日，记

者从青海省总工会获悉，为帮助困难职
工子女及困难农民工子女就学， 今年，
省总工会将继续开展 “金秋助学”活
动，3000 多名困难职工 （包括困难农民
工）子女将得到资助。

2014 年“金秋助学”活动起止日期
为 7 月至 9 月上旬， 助学对象主要是国
家助学体系暂时没有覆盖或者已经覆
盖但需要进一步帮助的困难职工和困
难农民工上学子女；就业困难的困难职
工家庭高校毕业生。 总人数将达到 3000
名以上。

今年的助学重点将通过发放学费、
交通费、生活费等物质帮扶形式，帮助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入学。 通过工企联合
等方式，联系企业为困难职工子女创造
暑期勤工俭学和实习机会。 与此同时，
对就业困难的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高
校所在地工会和生源地工会密切配合，
通过补贴求职交通费、食宿费，举办面
试培训等方式，助力他们求职就业。

8 月 15 日， 西宁供水抢修队在省
城长江路抢修爆裂的水管。 据现场工
作人员介绍， 管道爆裂时间是凌晨 4
点左右，爆裂属于自然损坏，损坏管道
长 2.5 米左右。

见习记者 王琪钧 杨丽琼 摄

我国第二大硫酸钾项目

冷湖滨地年产 48 万吨硫酸钾项目投产
本报格尔木讯（记者 刘燕玲）8 月 13

日，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昆特依盐
湖大盐滩滨地钾肥生产基地， 冷湖滨地钾
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48 万吨硫酸钾项目
正式投产。

滨地钾肥 48 万吨硫酸钾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 加上一期项目投资，总投资超过
30 亿元。 其中二期硫酸钾车间投资 9.8 亿
元，拥有硫酸钾生产线 4 条，投产后，硫酸
钾年产能力可达百万吨以上, 年产值超 30
亿元,实现利税 20 亿元。 产能规模将居世
界第二， 单体车间规模和自动化先进程度

在全行业内也居于前列。
滨地钾肥年产 48 万吨硫酸钾项目建

成投产， 是国内继新疆罗布泊含钾硫酸镁
亚型卤水生产百万吨硫酸钾后的第二大硫
酸钾项目， 在我国钾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