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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万元起 东风悦达起亚新一代KX5惊艳上市
这是一款有颜值、有实力的重磅

SUV，选他，绝对物有所值，这就是东
风悦达起亚新一代KX5。

3 月 19 日，新一代 KX5 惊艳上
市，拥有 1.6T+7DCT 和 2.0L+6AT 两
款动力总成，6个车型，市场指导价分
别为 15.48 万至 18.18 万元。同时，全
系车型享有“整车五年或十万公里”
免费保修政策。

新一代 KX5 延续 2.0L+ 6AT 和
1.6T+7DCT的黄金动力组合，实现了
兼具畅快动力输出和高水平燃油经济
性的驾驶体验。此外，1.6T版本还将
搭载东风悦达起亚技术领先的智能适
时四驱系统的两款车型，带来全路况
任意驰骋的驾驶快感，更能满足当前
消费者对于多场景用车的实际需求。

新一代 KX5 装载了与百度联合

开发的车载智能互联系统2.0，汇聚了
包括 AI 智能语音控制、远程控制、手
机实时互联、GPS导航在内的多项实
用性功能。

新一代 KX5 在长宽高 4550mm*
1855mm*1655mm，以及2670mm轴距
的整车尺寸上，高效利用内部空间，
打造出宽适的乘坐空间。

凡在 5 月 31 日前成功购买新一

代 KX5，购车即送 100 万第三者责任
险、交强险。同时，东风悦达起亚还
设置了车型置换升级礼包，本品牌置
换补贴高达8000元，其他品牌置换补
贴 4000 元 ，或 享 受 报 废 补 贴 3000
元。东风悦达起亚保有客户升级购
买新一代KX5，即赠送2000元京东卡

（前 500 名），转介赠送价值 500 元的
积分（前1000名）。 记者 于风国

在这个无智能，不生活的时代，
年轻消费者对智能化汽车的需求日
益增多，许多汽车厂商也加大了在汽
车智能化方面的投入。近日，试驾的
东风启辰 T60就是智能化的代表，它
是国内首款实现车家互控的SUV，拥
有优秀的汽车大脑和强健的体魄，实
测是一款能够带来高品质智趣体验
的SUV。

年轻时尚范，星航科技设
计一眼惊艳

看到东风启辰 T60 的第一眼，就

被它的“星航”科技造型撩到了。东
风启辰 T60 前进气格栅采用星空点

阵式设计，搭配两边光翼镀铬饰条和
“星航”投射式LED前大灯，带来强烈
的视觉冲击。双色车身个性十足，而
整体宽大饱满的尾部设计，配合“L”
造型的LED光导组合尾灯，让人过目
难忘。

打开车门东风启辰 T60 的“飞航
式”一体化驾驶科技感十足。坐上驾
驶席，东风启辰T60的Multi-Layer人
体工学座椅舒适程度绝不输年轻人
心爱的电竞椅。东风启辰 T60 的车
身尺寸为 4412/1820/1679mm，车内
空间宽裕。

解锁智能汽车新姿势，试驾东风启辰T60
优秀大脑制造小惊喜，车

家互控生活更智趣
在智趣科技方面，东风启辰 T60

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它搭载的智能
全时导航能够实时联网规划最佳路
线，避开拥堵路段。东风启辰 T60的
优秀大脑还不仅于此，它能够主动根
据用户需求，远程操控家中的智能家
居，或远程控制车辆，实现车家互控。

日产新轩逸同款发动机+
CVT变速器，品质值得信赖

东风启辰 T60 搭载的是来自“雷

诺-日产-三菱”联盟全新升级的
HR16 1.6L 全铝发动机和日产全新
调教的 XTRONIC CVT 无级变速
器，最大功率 93kW，最大扭矩 154N
•m。轻踩下油门，发动机便立刻给
以回应。加大油门，动力也能随叫随
到，整体输出非常均匀。

它拥有AEB预碰撞智能刹车辅
助系统，在车辆安全距离过近时能及
时预警，避免与前车“亲密接触”。此
外，它还搭载了BSW变道盲区预警系
统、LDW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等同级
领先的配置。 记者 武乃文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21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期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多
轮电话磋商。双方商定，莱特希泽、姆努钦将于3月28日至29日应邀访华，在北京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刘鹤副总理将于4月初应邀访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将于近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21日
宣布，将禁止销售和持有军用型半自
动步枪和突击步枪，包括克赖斯特彻
奇恐怖袭击枪手使用的每一种半自
动武器。

阿 德 恩 在 一 场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克赖斯特彻奇遭遇恐袭 72 小时
后，内阁同意彻底修改枪械法律。

“袭击事件过去 6 天，我们宣布新西
兰禁止所有军用型半自动步枪和突
击步枪。”

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 15
日遭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枪击，50人
身亡，50人受伤。截至 20日，遇害者
身份全部得到确认。

“我们的历史在3月15日这一天
永远改变。现在，我们的枪械法同样
要改变，”阿德恩说，“我们今天代表
所有新西兰人宣布让枪械法更严格
的举措，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

阿德恩说，议会有望4月11日以
前通过枪械法修正案，后续将确定回
收方案，向交出违禁枪支的居民提供

“合理补偿”，最终销毁所回收的枪
械。政府预计花费 2 亿新西兰元(约

合9.2亿元人民币)。
“合理回收期”结束后，继续持有

违禁枪支将构成违法，最重可判处
4000美元罚款或三年监禁。

所有大容量弹匣和可以把枪支
改装成军用型半自动步枪的零部件
同样遭禁，缘由是这类弹匣和部件可
以用于增加武器杀伤力和射速。

阿德恩说，为了防止修正案通过
以前市面上继续销售半自动武器，一
道枢密令20日下午3时生效：作为临
时举措，禁止军用型半自动步枪和突
击步枪交易。

按照新西兰现行枪械法，持 A类
许可证的民众可购买的枪支包括普
通步枪、猎枪和连发子弹不超过 7发
的半自动步枪。一些媒体报道，从枪
手在社交媒体“直播”的行凶视频看，
枪手所用凶器经过改装，可以不止连
发7发子弹。

阿德恩传递从严控枪的信心：
“我坚信新西兰绝大多数合法持枪者
理解这些举措符合国家利益，将从容
应对这些变化。”

主要反对党国家党支持阿德恩

的禁枪举措，党首西蒙·布里奇承诺
“与政府建设性合作”。

新西兰人口不足 500 万，民间现
有枪支数量大约 120 万至 150 万，其
中1.35万件是军用型半自动步枪。

大多数农民持有枪支，用于对付
负鼠、野兔等危害农作物的动物或扑
杀受伤家畜。枪支俱乐部、射击场遍
布全国，民众享受打猎的乐趣，享用
鹿肉、猪肉和羊肉等“战利品”。

新西兰农民联合会由此形成。
这个游说团体势力强大，曾经几度阻
挠政府在国内外发生群体伤亡枪击
事件后尝试从严控枪，但这次选择支
持。

农民联合会发言人迈尔斯·安德
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一些成
员不欢迎（新法案）……但这是唯一
行得通的解决方案。”

为克赖斯特彻奇周边农民提供
屠宰服务的诺埃尔·沃默斯利说：“我
有一件军用型枪支，但说句良心话，
我实际上不用，真的不需要。所以，
我非常乐意交出我的枪。”

本版稿件文图均据新华社

莫桑比克政府 20 日发布消
息说，因强热带气旋“伊代”造成
多地受灾严重，莫桑比克从19日
晚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据莫桑比克政府网站消息，
莫桑比克政府 19 日晚在受灾严
重的中部沿海省份索法拉省省会
贝拉市召开部长扩大会议，决定
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此外，
会议决定从20日起设立为期3天
的全国哀悼期，悼念灾害中的遇
难者。

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在会上表
示，根据官方掌握的数据，目前已
知“伊代”导致 200 多人遇难，35
万人受灾。“伊代”造成了巨大破
坏，灾区情况非常严重，要确保临
时安置中心为受灾民众提供充足
的食物和饮用水。

据莫桑比克官方发布的数
据，至少有 2.3万间房屋和 500多
间教室被毁。据报道，目前灾区
仍有民众被洪水困在房屋屋顶
和树上。在“伊代”登陆的索法
拉省，仍有大片区域被洪水淹
没。

目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等国际组织正在协助莫桑比克
政府开展搜救、赈灾工作，当地华
人团体、中资机构等也自发组织
起来，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
衣物等物资。

强热带气旋“伊代”14 日晚
间开始袭击莫桑比克中部沿海地
区。气象部门预测，在该国索法
拉、马尼卡、赞比西亚等省份，暴
风雨、强雷暴天气将至少持续到
21日。

莫桑比克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这是3月20日在莫桑比克布济拍摄的受灾地区。
莫桑比克政府20日发布消息说，因强热带气旋“伊代”造成多地

受灾严重，莫桑比克从19日晚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新西兰总理急推控枪举措

近日，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农业和
农村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火荣贵（正
厅级）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
一案，经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
辖，由定西市人民检察院向定西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火荣贵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其
委托的辩护人意见。定西市人民检
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火荣贵身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
他人谋取利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
用，进行营利性活动，数额巨大；滥用
职权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火荣贵案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