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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福克斯 Active、全新金牛座与新锐界
ST/ST-Line在辽宁鑫盛特4S店开始销售。8月
24日，长安福特三款重磅新车沈阳上市发布在
沈阳举行。

新福特锐界运动系列共推出 ST（七座）、
ST-Line七座版和ST-Line五座版三款车型，凭
借超同级的性能操控、动感设计和丰富的未来
科技，引领中大型 SUV 市场年轻化、运动化消
费潮流，售价26.98万元-38.98万元。

依托福特强大的 SUV 研发能力与制造底
蕴，承袭福克斯卓越的操控基因，福克斯家族
首款 SUV 车型——城市新锐 SUV 全新福克斯
Active 精彩上市，以卓越操控、优异通过性、潮
流外观和领先科技更好地满足了泛 90 后新
锐消费者多元化的用车需求，售价13.98万元 -
15.38万元。

承袭“福特式超凡驾驭”，兼具更有格调的
外观设计、全新升级的豪华内饰和一系列领先
的智慧科技，长安福特旗舰轿车——全新金牛

座锋芒上市，售价 22.89 万元-28.89 万元，为质
享生活的新锐中产人士带来至臻舒享的用车
体验。

此次上市的三款新车，不仅搭载了代表福
特领先技术的Co-Pilot360智行驾驶辅助系统，
还搭载了携手中国科技公司——百度打造的更
懂中国消费者的SYNC 智行信息娱乐系统，荟
萃全球前瞻科技，惠及更多中国消费者。

记者 于风国

长安福特三款重磅新车辽宁鑫盛特4S店开售
8 月 23 日，广汽传祺倾力打造的“极智魅

力中高级轿车”全新一代传祺 GA6 在成都正
式上市。

全新一代传祺GA6带来了6个版本，售价
为10.88万元-16.88万元，另有6大尊享政策：
凡在 10 月 31 日前购买新车，可享受 1 万元起
首付、至高1万元贴息、至高5000元置换补贴、
5 年免费无限流量，以及 3 年 10 万公里质保+
赠送 2 年 5 万公里延保，首任车主还享受 8 年
免费代步车服务+免费道路救援。

有 着 4891*1850*1505mm 的 车 身 尺 寸 ，
2815mm的轴距，全新一代传祺GA6外观大气
雅致，让人一见倾心。

全新一代传祺GA6搭载了最新研发的腾
讯车联智慧系统，通过深度定制AI服务、智慧
生活、驾驶辅助等，让消费者尊享更多智能礼
遇。全覆盖 L2 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提供自
适应巡航、前碰撞预警、盲区监测、全自动泊
车等全方位驾驶辅助，让用户省心应对诸多

驾驶场景。
速度与安全要兼得。新车搭载了高压直

喷1.5T GDI发动机，匹配高品质爱信6AT变
速器。最高可达 124kW，最大扭矩为 265N•
m。整套动力系统表现出色，大扭矩、低噪音，
兼具燃油经济性。安全方面，采用博世 ESP
9.3电子稳定控制系统，使用2018版C-NCAP
五星安全标准，时时刻刻保障驾乘安全。

记者 顾玲玲

全新一代传祺 GA610.88万元起

广汽本田的又一款SUV即将登场。8月26
日，广汽本田发起了一场颇具神秘感、互动性十
足的线上命名发布活动，广汽本田正式揭晓了
全新车型的中英文命名——皓影 BREEZE。

皓影，“皓”即太阳升起、照亮天地万物；
“影”意指光带来的神秘反差感。BREEZE则代
指全新风向。皓影BREEZE，打破常规，破除束
缚，如同清晨伊始的太阳，照亮天地，也照亮新
的开始，照亮新的方向。“皓影”迎着朝阳穿行而

过，犹如光和影让街道熠熠生辉，亦犹如新鲜锐
利的风穿过，创造全新风景。

不模仿所谓的潮流，不接受寻常的美，皓
影 BREEZE 正是一款坚持本色、引领意志、引
领美的全新车型！带着坚持本色的光芒，化繁
为简，皓影 BREEZE犀利的反差感让人看清自
我 的 本 色 美 ，同 时 宣 告 未 来 开 启 。 皓 影
BREEZE将与中国新人群一起创造出美的新潮
流。紧握方向盘，望向前方，意识到自己真正重

要的东西，看到属于自己内心的本色。
随着命名公布，皓影 BREEZE 进入公众

的视野。正如其名字所指，它将带领所在细分
市场，与年轻驾控者共同发现本色美，洞见下
一个汽车市场的新风向。背靠广汽本田 21 年
高品质造车底蕴及超 700 万用户口碑，也让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全新车型未来将持续带给
消费者惊喜。

记者 于风国

重磅发布！广汽本田全新SUV命名“皓影 BREEZE”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朱柏玲报道 在全国第十届残运
会暨第七届特奥会的首日比赛中，来
自沈阳的 95 后女孩张晓彤为辽宁代
表团赢得了在本届大赛的首枚金牌。

辽宁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8
月26日，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
特奥会的首日比赛在天津市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举行，当日有游泳、田径
等多个项目的比赛。我省盲人游泳
运动员张晓彤力压群雄，以 1 分 23.8
秒的成绩勇夺女子 SB11 级 100 米蛙
泳冠军。这是辽宁队在全国第十届

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天津主赛
区）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我省运
动员在田径和游泳上又赢得 5 枚金
牌、5 银牌、1 枚铜牌。分别是田径运
动员孙启超获男子T12级100米决赛
第一名、孟子新获女子 T33 级 200 米
决赛第一名（破全国纪录）、辽宁队获
男子4×100米接力第一名、游泳运动
员卢冬获得 S5级女子 50米自由泳第
一名（破全国纪录）、宋玲玲获得 SB5
级女子 100 米蛙泳第一名（破全国纪
录）；田径队的孙天一、曾兵、姜雲飞、
张美玲和游泳队的宋玲玲、薛博文在

比赛中为辽宁队夺得 5枚银牌和 1枚
铜牌。

李健辉教练介绍，张晓彤出生于
1999年，来自辽宁沈阳，她对自己要求
严格，训练认真刻苦，拥有顽强的意
志。现阶段世界排名第一，曾在2016
年里约残奥会上摘取了女子 SB11 级
100 米蛙泳的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
录。本届运动会上，除了女子SB11级
100米蛙泳比赛，还将参加女子S11级
100米自由泳、女子 S11级 400米自由
泳、女子S11级100米仰泳、女子SM11
级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

相关负责人介绍，辽宁代表团由
478 人组成，天津主赛区由 252 人参
加 34 个项目的比赛。其中田径、游
泳、篮球等都是我省的优势项目，盲
人柔道、盲人足球、坐式排球、盲人
门球、盲人乒乓球等是我省的特色项
目。

95后张晓彤夺全国残运会辽宁首金

在路口右转弯时，电动三轮
摩托车没有让直行的车辆，直行
的车辆超速行驶、瞭望不周，结果
两车相撞后冲向候车亭，三轮车
主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有 4 人受
伤。昨日，辽宁省交管局发布了
一段只有 7 秒钟的行车记录仪视
频，记录了两车相撞的全过程。

昨日，辽宁省交管局发布了
鞍山的一起交通事故：7月 4日 10
时 50 分许，高某某驾驶三轮摩托
车，沿鞍山市铁西区鞍腾路由东
向西行驶，当行驶至鞍腾路“新堡
村”路口准备右转弯，遇孙某某驾
驶的小型轿车沿鞍腾路由西向东
行驶至此处，两车发生碰撞，碰撞
后孙某某驾驶的车辆在失控的状
态下又与公交站点设施及垃圾箱
发生碰撞。

轿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
视频显示：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
从一个丁字路口要右转，未让直
行车先通过，等轿车开过来时发
现三轮车，已经躲闪不及，径直撞
了上去，“哎呀妈呀”，随着一声声

惊呼，碰撞在一起的两辆车失控
冲向候车亭。

事故造成高某某、两名在站
点的等车人、两名轿车内乘客共5
人受伤。三轮摩托车驾驶员高某
某于当日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高某某所驾三轮车
为机动车，高某某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未戴安全头盔，所架车辆

未经公安机关登记，无保险，实施
右转弯时未让行直行的车辆先
行，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同
等责任；孙某某超速行驶，瞭望不
周，未及时发现高某某所驾车辆，
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同等责
任。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来自沈阳的95后女孩张晓彤
为辽宁代表团赢得了在本届大赛的
首枚金牌。 辽宁省残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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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转弯未让直行酿车祸
视频还原事故全过程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8月27日，记

者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获悉：沈
阳望花立交桥将封闭施工至 11 月，请市
民看绕行方式，以免耽误行程。

望花立交桥位于南北二干线（望花
街）与北二环交会处，由于南北向主线跨
线桥及相关匝道桥面道路混凝土铺装层
破损严重，沈阳市城建部门将对桥面及
相关匝道混凝土铺装层进行拆除重新铺
装，需全封闭进行。

工程将分两期进行。一期是目前至
10月7日，将封闭望花立交桥南向北方向
跨线桥及南向西左转、西向北左转、西向
南右转、东向南左转等4处匝道。施工期
间，北向南方向跨线桥（12.2米宽、现状单
向 3 车道）调整为 4 车道南北向双向通
行。二期是 10月 8日至 11月 22日，封闭
匝道与一期相同。施工期间，南向北方
向跨线桥（12.2米宽、现状单向3车道）调
整为4车道南北向双向通行。

沈阳交警提示：一、南北方向主线车
辆可通过榆林大街、鸭绿江街、北大营街
绕行。二、南向西左转车辆有三种绕行
方式：通过柳条湖立交、一环路绕行；通
过北大营街二环路口掉头或左转绕行；
通过望花北街高架桥桥下掉头点（宝地
铭郡）绕行；小型车辆（限高 2.3 米）可通
过原南向西左转非机动车道绕行。三、
西向北左转、西向南右转、东向南左转车
辆可通过鸭绿江街、北大营街绕行。

沈阳望花立交桥
全封闭施工至11月

行车记录仪录下7秒钟相撞的全过程。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