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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近日，梅赛德斯携旗下梅赛德斯-奔驰、梅赛德斯-迈

巴赫、梅赛德斯-AMG及smart四大品牌共35款车型亮相

2017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

车展前夜，全新梅赛德斯-AMG 43 系列车型正式上

市，售价68.80万元至106.80万元。此次上市的8款车型均

采用一台相同的3.0T 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其最大功率

367马力，峰值扭矩52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9速自动变速

箱，为43系列带来更为敏捷、平顺的换挡体验。此外，

AMG 43全系标配AMG运动型全时四轮驱动。AMG还

为中国市场特别打造了4款特别版车型，以满足中国消费

者个性化需求。

9月8日，东风启辰发布了以开放式五角星为主视

觉的全新品牌LOGO及车联网战略。全新启辰D60也

同台亮相并预售，预售价为7万元-11万元。

东风启辰的车联网战略是利用“互联网+汽车”的

技术和应用，构建数字平台，高效整合商品企划、产品

研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全价值链的各

个环节，促进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升级。

当天，全新启辰 D60 也正式亮相，该款车型也

将成为启辰品牌第一辆启用全新 LOGO 的车型。

从今以后，全新品牌LOGO将正式应用于东风启辰

旗下所有车型。全新启辰D60搭载的启辰智能车

载互联系统是其最大亮点，从语音控制到个性需求

推荐方面，都大大提升了人机的交互性。行车过程

中可随时唤醒导航，实现语音导航、打电话、调节空

调等功能。

此外，全新启辰 D60 还带来两大利好政策，前

10000名成交客户，即可享受终身流量大礼包和动力

总成终身质保。

9月9日，广汽三菱“全线升级，嘉乐启航”新车上

市品鉴会在全国各地同步举行,各地消费者共同见证

并体验了2018款新车及欧蓝德嘉乐版高品质、高性

能、高安全性、高性价比的“四高”优势。

顺应“二胎时代”到来，欧蓝德嘉乐版在在荣耀版的

基础上，新增7座配置，更具竞争实力。其后备箱最大容

积为913L，灵活可调的座椅在五座和七座之间轻松变

换，既能满足乘坐需求，又能解决载物烦恼。除此之外，

嘉乐版的驾驶席可8向电动调节，驾驶人员可根据需求

随心调整乘坐角度。更值一提的是，欧蓝德嘉乐版售价

仅为17.48万元，超高性价比显露无遗。

除了新增派生车型欧蓝德嘉乐版，此次品鉴会上，

2018款欧蓝德、2018款劲炫以及2018款帕杰罗也有

不俗的产品表现。

9月10日，Audi Sport嘉年华在上海奥迪国际赛

车场隆重举办，众多来自全球的奥迪粉丝们聚集在一

起，近距离感受奥迪高性能车型家族游刃赛道和街区的

王者风范。与此同时，Audi Sport旗下两款重量级高

性能车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丰富了 Audi

Sport高性能产品阵容。其中，“钢炮之王”——全新奥

迪RS 3 Limousine售价为565,000元，“魅惑的极速机

器”——全新奥迪TT RS Coupé售价为848,000元。

全新奥迪RS 3 Limousine是Audi Sport 高性能

产品阵营中最年轻的产品，凝结Audi Sport最新的赛

道科技，是名副其实的“钢炮之王”。作为RS家族中的

新晋一员，其搭载的全新2.5 TFSI五缸发动机兼具强大

动力与个性鲜明的轰鸣音效，最大功率可达294千瓦，百

公里加速仅需4.1秒。S tronic 7速双离合变速箱和

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将五缸发动机的强大动力完美传

递至车轮，为驾驶者带来丰富的驾控乐趣。

作为奥迪TT家族中的最强版本车型，全新奥迪TT

RS Coupé是一款搭载矩阵式OLED灯光科技的奥迪

量产车型；配合全新2.5 TFSI五缸发动机与S tronic 7

速双离合变速箱，3.7秒即可破百，性能堪比超级跑车。

9月7日，东风风神旗下首款自主中高端炫品SUV——

AX4正式上市。此次上市发布会，东风风神创新性采用官

方线上网络直播上市，同时,12个大区联动开展线下上市活

动，华东区域在宁波珍珠贝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新车上市

盛宴。

东风风神AX4共推出6种不同规格车型，其中1.6L

5MT舒适型市场建议价66800元；1.6L 5MT潮尚型市场建

议价 73800 元；1.6L 5MT潮悦型市场建议价 82800 元；

1.6L 6DCT潮尚型市场建议价83800元；1.4T 6DCT潮尚型

市场建议价 92800 元；1.4T 6DCT 潮享型市场建议价

101800元。同时，凡购车用户均可享受2成首付、一年0利

息、日供仅需24元的多彩金融礼包；无理由救援、事故车陪

同、上门取送车的安心服务礼包；每年12G数据流量，终身

免费赠送的免费流量礼包，共三重大礼，全面引爆主打年

轻、时尚的小型SUV市场。

奔驰多款车型亮相成都车展
AMG 43系列正式上市

6.68万元起!
东风风神AX4炫潮上市

骄傲于赛道，桀骜于街道
唯王者共逐 2017 Audi Sport嘉年华“燃擎”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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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10岁的男孩不见了！

从家里到学校只要10分钟。早上7点，家长看着自己的

孩子背着书包去学校；早上9点，学校打来电话说孩子为什么

没去上学⋯⋯

孩子去了哪里？

9月11日的杭州富阳风雨交加，灵桥派出所接到报警后，

紧急召集出发—— 一路暴雨，河水暴涨，而孩子们在哪里？

周一早9点，富阳风雨交加，河水暴涨 校长来电：你儿子怎么没来上学

数学回家作业没做完
两男孩自导自演“逃学威龙”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通讯员 张华 文/摄

没有去学校
和几道数学题有关

小杨和小王是灵桥某小学四年级学生，

今年 10 岁。他们还是同班同学。9 月 11 日

早上 7 点多，他们背着书包从家里出发去学

校。因为学校离家就10分钟路程，父母都放

心让他们自行前往。

9 月 11 日早上 9 点左右，杨爸爸和王妈

妈分别接到小学校长的电话：“今天，你家儿

子怎么没来学校？”

“早上 7 点多就背着书包去学校了呀。”

杨爸爸和王妈妈都急了——这一天大雨，孩

子莫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们并不知道孩

子遭遇了什么，更加不清楚“失踪”缘由。

惊慌失措。上午11点左右，两个孩子的

父母在自己找寻无果后报警。

老师通过询问同班同学得知，两个学生

早上上学途中告诉其他同学，因为周末贪玩

还有好几道数学题没有做完，所以在上学途

中折返，也没有说具体去了哪里。老师还告

诉民警，两个学生平时在学校表现都不错。

灵桥派出所立即安排一组警力查阅监

控，一组警力在两人走失周边地区走访调查。

眼看着离两人走失时间已过去3个多小

时，此时临近正午，灵桥的天空乌云密布，雷

声阵阵，不一会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书包藏在大树下
两个男孩在废弃皮卡内避雨

中午 12 点左右，视频组传来了好消息

——在视频回放过程中发现两个男孩在永丰

村上灵桥路口逗留过，当时还拿着书包。

搜寻组立即赶赴上灵桥，对可能的藏匿

地点进行找寻，但仍旧没有发现目标。

“对了，刚才在上灵桥附近巡逻的时候，

一辆废弃的皮卡车内似乎有人头晃动。”驾驶

员姜师傅一拍脑袋告诉民警。

民警上前查看，果然两个孩子躲在隐蔽

处，全身湿透瑟瑟发抖，他们身上的书包却不

见了。民警把两个孩子带上了警车，并拿毛

巾给孩子们擦干。

“你们是不是小杨和小王？”民警问道。

“是的⋯⋯”

“今天周一，为什么不去上学呢？这3个

多小时你们都干嘛去了？”待两个孩子情绪稳

定了，民警问道。“因为周末家庭作业没完成，

就不想去学校读书。”两个孩子七嘴八舌告诉

民警。“回家又怕被爸爸妈妈骂，所以我们就

想着在附近逗留到放学的时候再回家。”

“那你们的书包到哪里去了？”

“下雨了怕书包淋湿，藏在小溪边的大树

下。”两人低着头说。

民警带着他们把书包取回后，将他们送

回家。此时，几位民警都已全身湿透。

“逃学威龙”

被顺利带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