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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巡展走进生态美食之乡余干
江西华宏：
梅赛德斯-奔驰S级南昌上市

日前，从江西华宏汽车获悉，新一代梅赛德
斯-奔驰S级轿车已在南昌区域上市。据了解，
该车超过 6500个零部件创新升级，新一代梅赛
德斯-奔驰 S级轿车先期发布的四款车型包括
新一代 S 320 L、S 350 L 、S 450 L 以及 S
450 L 4MATIC，厂商建议零售价格分别为人
民 币 938000 元 、1108000 元 、1228000 元 和
1318000元；同时此次先期上市的新一代梅赛德
斯-迈巴赫 S 450 4MATIC的厂商建议零售价
格为 1498000元。业内人士指出，S级轿车是梅
赛德斯-奔驰产品阵容中的旗舰车型，新一代 S
级轿车在全国上市之后，华宏汽车集团第一时
间将其引入我省，该款新车实力引领金秋江西
车市。 （刘 双）

BMW前三季度在华售43.6万辆
同比增长15.2%

据宝马集团官方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宝马
品牌在我国市场销量累计已经超过300万辆，而
我国市场也已成为宝马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最大
的单一市场。今年 9 月宝马旗下宝马和 MINI
两大品牌共销售新车52681辆，前三季度累计销
量达到 436657辆，同比增长 15.2%，刷新历史同
期最高销量纪录。同时，今年9月单月两品牌销
量达到了52681辆，创下宝马集团在华单月最高
销量纪录。从细分车型上来看，2017年1至9月
宝马品牌旗舰型轿车 7系累计销售新车超 1.95
万辆，同比大幅度增长近 90%。未来，宝马将继
续推出全新 8系以及X7等旗舰车型，将持续刺
激宝马品牌在华销量的增长。 （梓 迅）

陆风汽车：
新款X7本月底将发布

日前，从陆风汽车厂方获悉，新款陆风 X7
将于今年10月31日发布上市，新车相比现款在
外观和动力方面进行了升级。据了解，新款陆
风X7在外观设计上进行了升级，其中前进气格
栅造型进行了变化，前大灯组看起来尺寸更大，
同时前保险杠采用镀铬装饰件进行点缀。该款
新车车尾部分，尾灯组采用LED光源，并辅以贯
穿式镀铬装饰条，使得尾部视觉效果更加宽阔，
同时后保险杠造型与前保险杠相呼应，并使用
双边共两出排气布局。新款X7除了搭载现有
的 2.0T发动机外，还将搭载一台全新的 1.5T发
动机（发动机代号为 JX4G15B5L）。最大功率分
别为190马力和163马力。 （东 来）

2017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公益活动10月28日、29日将在余干县举行——

日前，从汉腾汽车厂方获悉，该品牌于
本 月 底 启 动 旗 下 紧 凑 型 SUV—— 汉 腾
X5。该款新车搭载 1.5L 和 1.5T 两款发动
机，其中与 1.5L 发动机匹配的是手动变速
箱，而与 1.5T发动机匹配的是手动或CVT
无级变速箱。该车采用了汉腾的家族式设
计，六边形的大嘴式进气格栅，内部采用的
是两条粗壮的横向镀铬饰条，搭配两侧大
灯组，使该车看上去十分大气。新车在
BCD柱均采用亮黑色涂装，使车辆营造出
当下流行的悬浮式车顶设计。此外，车门
下方黑色的车身包围，也让该车增添了些
许的越野味道。尾部方面，其整体线条设
计较为简单，并在尾窗下方采用“HAN⁃
TENG”字样标识。

该车延续了汉腾X7的内饰风格，其中
控区域采用镀铬装饰条以及悬浮式液晶显
示屏等搭配，提升了整车的档次感。配置
方面，新车根据车型的不同将配备一键启
动、电子手刹、全景天窗、自动空调等配
置。在座椅布局方面，新车将提供 5座和 7
座两种布局供消费者选择。汉腾 X5 提供
1.5L 和 1.5T 两款发动机，其中 1.5L 发动机
代号为 TLE4G15，额定功率为 111.5 马力
（82kW）；1.5T 发动机代号为 LE4G15T，额
定功率为 156 马力（115kW）。新车与 1.5L
发动机匹配的是手动变速箱，而与 1.5T发
动机匹配的是手动或CVT无级变速箱。据
悉，未来汉腾X5的混动版和纯电动版车型
也将陆续推出。 （张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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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汉腾汽车发布新车 X5搭载两种动力

2017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送车
下基层公益活动，将于 10 月 28 日至 29 日（10
月28日是重阳节）走进中国生态美食之乡余干
县的群众文化艺术中心广场。江西日报社主
办的 2017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送车
下基层公益活动，自今年9月启动至今，已先后
走过我省东乡、南城、武宁、修水、安福、永丰、
丰城、鄱阳等县（市）。此次送车下基层巡展公
益活动，是让国际汽车文化、节能环保车型走
进我省新兴经济快速发展县市城区，助力江西
县域经济新发展；让我省县域城乡的更多群
众，分享汽车这一现代工业与科技文明的成
果；送车到基层，服务群众，为基层群众提供一
站式看车、试驾、购车平台；让基层群众直观了
解最新车型信息，早日实现“我的汽车梦”。

崛起余干：候鸟天堂鱼米之乡

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送车下基
层公益活动第九站候鸟天堂鱼米之乡余干，地
处鄱阳湖东南岸，江西五大河流之一的信江贯
穿全境；辖 27个乡镇（场），370个村委会，总人
口 l06 万；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建
县，是江西18个古县之一，以境内地处余水（信
江古称）之干（岸边）而得名，迄今已有 2237年
的历史。余干县位于南昌、鹰潭、景德镇“金三
角”中心区，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县、南昌
核心增长极联动发展县、上饶市对接南昌的桥
头堡。全县水域面积 640平方公里，是环鄱阳
湖地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县（市、区），境内生态
良好，素有“梦里水乡、候鸟天堂”之称。

余干县是中国生态美食之乡、中国芡实之
乡、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科普示范县、全
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全国法治创建先进
县、全国防震减灾工作先进县、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评先
进县、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江西最具吸引力
投资目的地。余干县为上饶市西部农业大县，
物产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素有“鱼米之乡”
之称，特产主要有余干辣椒、红毛鸭、卢家肉
鸽、瑞洪乌鱼、瑞洪神口香猪、余干乌黑鸡、藜
蒿、黑芝麻、粉丝、芡实等农特产品，有鄱阳湖
银鱼、酒糟鱼、黑蚬、青虾、鳜鱼、河蟹、乌鱼等
珍稀水产品。2015年以来，余干县获得 8项国
家级荣誉和16项省级荣誉。

余干风光秀丽，独特的山水风景和动人的
历史传说，构成了独具魅力的水乡风情——有

“古代水上战场、今日候鸟天堂”的鄱阳湖景区，
有松海环绕、碧波荡漾的木溪水库，有显庐山之
秀的东山岭，兼西湖之美的琵琶湖等名胜景点，
令众多慕名来访者倾倒陶醉，流连忘返。余干
县著名文物古迹有：明初康山忠臣庙、乘风亭、
昌谷寺、中桥、润溪大桥、下枫桥等。

巡展余干：自驾游串起县域景点

余干按照“把农业产业基地打造成为乡村
旅游景区，把新村建设成为乡村旅游景点”的
思路，不断完善旅游设施建设，引导群众进一
步转变观念，加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全力
打造集设施农业、高效农业和农业观光、乡村
旅游、文化旅游于一体的旅游精品线路和自驾
旅游线路。

本属于热带水果的火龙果，因为在余干三
塘赤岗村试种成功，引来县内外游客到火龙果
种植基地采摘品尝。“国庆放假了，带着亲朋好
友，到火龙果种植基地采摘，品味本地成长的
火龙果，放松下身心。”来自县内的游客张婷说
道。余干本着基地农业也是旅游资源的理念，
围绕康山大堤的万亩良田，统筹建设智慧农业、
采摘大棚、鄱阳湖生态家园，着力把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区建成集旅游、生产、种植为一体的农业
公园。完善交通网，连珠成线。余干投资1.7亿
元，对鄱阳湖大道、昌万公路等主要公路沿线房
屋提升，将“徽派”进行到底，提升整体旅游形
象。同时，还投资5000余万元，建设全长13公
里的康瑞旅游公路，打通旅游交通网络，连起全
县主要景点网络，全力推进全域旅游。

淘吧、书吧、茶社，荷田、百合园、竹林……
每到周末，许多县城游客都驱车前往汤源休闲
旅游。杨埠镇汤源村在秀美乡村建设中，按照
4A 级旅游标准，把已有旧屋、荒田改造成景
点。今年，余干县在秀美乡村建设中，按照打
造景区的标准，依托鄱阳湖大道、余黄一级公
路、昌万公路、朱宋线等20个秀美乡村示范点，
推进黄金塘塘背、杨埠镇塔尾、瑞洪斗魁园等
秀美乡村建设点建设。同时，该县在推进乡村
旅游中，注重挖掘历史人文资源，通过举办“三
花节”“谷雨诗会”“开湖节”等系列文化活动，
聚集乡村旅游人气。日前，余干县大明湖国际
慢城项目（万亩花海）正按照规划加紧建设，景
区大门、生态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已见雏形，争
取年底开门迎客。今年，该县投资1.5亿元，围
绕忠义文化、渔猎文化，按照入口服务区、庙宇

景观区、槐柳园景区、湿地景观区等规划，恢复
重建著名余干康山忠臣庙景区，着力打造鄱阳
湖文化旅游标杆。

巡展亮点：选车看绿色节能新风向

汽车时代的来临，应倡导合理文明的汽车
文化和理性车市消费的新概念。对于推广新
能源车，企业和政府责无旁贷，企业要生产性
价比更高的产品，新能源车的配套设施则需要
政府完善。汽车巡展能有效推广汽车新技术，
给予汽车企业文化、品牌、技术更多的宣传，让
广大群众了解车的性能，让群众能真正看懂汽
车文化。业内专家表示，首次购车的消费者所
占比例较大，所选车型以轿车为主，价位相对
集中于5万至15万元区间，对油耗的期望在百
公里6至8L左右。汽车厂家将根据以上特点，
有针对性地向县域市场投放产品。随着县域
汽车消费者越来越多关注保养费用的高低及
保养的便捷性等方面因素，汽车厂商也应关注
产品销售后对消费者的服务。

据巡展组委会介绍，由于本届巡展活动
不仅有更多的实惠，而且十分便于进行产品
比对、一站选购。当前不仅新闻界要走向基
层，汽车品牌绿色节能车型推广也要走向基

层。同时，要在档次、品位上保持必要的高
度，以彰显汽车的文化与品质，彰显车企的品
牌与形象。在我省县域经济发展中，各地车
市发展速度快，汽车行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突
出，有助于促进县市经济的升级。如今，“绿
色低碳”和“节能环保”不仅是一种概念，已经
成为众车商的具体行动，而且是本届汽车巡
展的亮点。众多汽车品牌将为基层群众，送
去“N 多”省油的紧凑型都市车型。新能源
车，纯电汽车争先亮相。

近年来受“绿色环保”风潮持续升温的影
响，我省车市2.0L及以下排量车型市场份额明
显提升，其中 1.6L 的“黄金排量”车型最为抢
眼，占比达到轿车总量的 47%。业内专家表
示，之所以被誉为“黄金排量”，是因为 1.6L的
车型既能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中多元化的用
车需求，又能响应“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政
策号召。业内专家表示，作为全国低碳试点城
市，我省的出租车就使用了部分混合动力车及
纯电驱动汽车，此举在全国领先。政府在打造
富裕美丽幸福江西上做了很多工作，广大市民
的环保意识也在进一步加强。很多人以为节
油汽车一定很贵，其实不一定，比如江铃新能
源纯电汽车每辆售价仅为4万余元。

（彭卫东 李树清 本报记者 吕宙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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