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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中国”助力打造西九华仙境
■资讯

中国地大物博，不缺乏好山好水的地方，却有些人间仙境还未开发，人们
便无法享受美好山光，安徽省无为县曾是其中一处。而在山里中国的帮助
下，无为西九华将不仅被打造成一个幽静的度假胜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也将
被解决。 青年报 于诗婕

圣境环境优美
2017 年 11 月 5 日，《乡村

振兴战略与无为旅游的发展》圆
桌会议在安徽省无为县迎宾馆
举办。举办方互创集团董事长、
山里中国创始人陶为杨邀请了
无为县县长唐曾胜，开成镇党委
书记郑东，省旅游局处长杨柳，
北京旅游杂志社社长戴景杰作
为嘉宾参与了此次圆桌会议，县
党政机关单位主管领导以及县

知名企业负责人列席观看。
西九华·山里中国位于安徽

省芜湖市无为县西九华寺都督
山脚下，该项目是互创集团——
安徽互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建设的大型生态旅游度假综
合体，此项目为无为县的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目前一期项目已
经投入运营，二期项目明年3月
开工建设。

县领导对西九华·山里中国
项目非常期待，他们表示西部风

景区位优势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良
好条件。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利。濒临长江，位于安徽“双
核”合肥市和芜湖市之间，距北沿
高速无为西出口20公里，京福高
铁无为站30公里，穿过宁安城
际、京福高铁与合肥、南京、马鞍
山、铜陵、芜湖形成立体交通网。
山里中国项目位于都督山和毛公
山之间，这里四季分明，四时美景
不同。空气质量极佳，生态环境
基本原生态。千年古寺西九华、
都督名山和毛公山以及藏经洞等
旅游景点分布项目四周。

助力农村发展
2015年县政府经过多次探

讨，给出了无为发展的三个方
向：产业为基础，文化为灵魂，与
老百姓合作。山里中国模式正
式确定。县政府认为山里中国
项目的运作模式可以解决目前
几个关键的农村问题，这个项目
可以帮助治理空心村、盘活农民
废弃闲置资产、增加农民工资性
收入、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加速城
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步伐。

青年报 解敬阳

门禁系统与二代身份证挂
钩，业主再也不随便拿给房客，
后者需凭身份证办理，大大提高
小区外来人员的登记率；物业费
与平安建设的考核挂钩，履职好
与不好可能相差二三十万，激发
了物业的履职责任感……今年
1-10月，闵行区新虹街道爱博
家园5个小区入室盗窃案件39
起，比去年同期下降68.3%，连续
10个月都未发生高发案。同时，
新虹辖区1-10月发生入室盗窃
案件88起，同比下降60.9%。

爱博家园是虹桥交通枢纽地
区在2011年建成的动迁安置房
小区，共有5个居住小区组成，一
度成为“挂红灯”高发案小区，被
区综治办重点挂牌督办。转机出
现在2017年，爱博家园所属新
虹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将小区协
同治理模式推进落实与党建工
作有机结合，街道平安办和居委
一起开展采取强有力工作措施，
多措并举使得发案率大幅下降。

2016年前，爱博家园整个
小区围墙没有电子围栏，监控探
头损坏严重，而且由于没有业委

会，所以无法及时落实维修和更
新。从去年下半年始，小区部分
技防设施得到修复，并新增了
136个探头，同时，围墙安装了
临时防盗网。

针对楼道关门难，外来人员
流动率高等问题，在爱博五村试
点引入全新的门禁系统，进一步
提高了外来人员的登记率和管
理力度。与此同时，80岁以上
老人的门禁卡采取智能手环形
式，老人进出楼道的情况还与居
委后台预警系统挂钩，如发现出
门规律异常等情况，居委立刻致
电或者派人上门关心，使得独居
老人潜在的危险大大降低。

同时，街道还将考核结果与
物业费挂钩，大幅提高对安保考
核分值比例。今年上半年，爱博
二村和五村分别发生了11起和
7起入室盗窃案件，根据调整细化
的考核方案，两家物业公司分别
被扣30多万、20多万管理费，真
正被“动了奶酪”。此后，这两家
物业公司增加了持证安保人员人
数，加强了小区内的巡逻频次。

此外，爱博家园社区还借力警
务改革，增强安全宣传，并成立业
委会，推动平安志愿者队伍建设。

技防加人防 打造平安小区
闵行新虹街道爱博家园入室盗窃案同比大降

青年报 车键

11月 2日，东风启辰上市
了旗下首款智能互联家用轿
车——全新启辰 D60，势在引
领“新轿车主义”时代的风潮。
活动当晚，全新启辰D60在北京
及全国十城正式同步上市，东风
启辰正式公布了全新启辰D60
的价格，新车推出8款车型，售
价区间为：6.98万-11.18万元。

外观方面，全新启辰D60采
用风雕美学设计，整车造型非常
时尚、动感、凌厉。星空点阵式
前进气格栅上启辰全新品牌
LOGO闪烁出其耀眼的光芒。锐
利的冰蓝透镜投射式鹰眼前大
灯组合成炯炯有神的“双眼”。
俯冲式的犀利腰线营造出如同
猎豹飞奔时的动感身姿，力量感
十足。另外，全新启辰D60配备
17英寸雷霆式铝合金轮毂，视
觉效果更加突出。

全新启辰D60宽大车身尺
寸成就其宽大空间，仅从数据
上，足以傲视同级所有车型：
4756mm的越级修长车身尺寸，
加上2700mm的同级领先轴距，
和663mm超长后排膝部空间，打
造出了全尺寸宽适空间。此外，
全新D60采用了Multi-Layer人
体工学座椅设计，得益于细腻的
包裹和支撑性，即便是长途乘坐
或是激烈驾驶都不会让身体感
到疲劳，再加上合资级的三维静
音工程构筑人性化驾乘环境，进
一步提升了乘坐的好感度，为驾
乘者提供媲美中高级车的宽适
乘坐享受。

动力方面，启辰D60搭载日
产全新 HR16 发动机+XTRONIC
CVT的铂金动力组合，实现燃油
经济性和动力输出的最佳平
衡。全新启辰 D60 采用 ZONE
BODY 车身，并配备了 6 安全气
囊，以及 ESP 和 980Mpa B 型前

后防撞钢梁等工艺配置，为安全
保驾护航。此外，全新启辰D60
与新轩逸、新骐达等日产车型同
平台生产，经过日产全球化品质
标准的1697道质量检验工艺，
实现品质“零缺陷”，让消费者放
心选择。近期，全新启辰D60正
在以短时间、高强度的100，000
公里不间断测试，来证明其始终
如一的品质坚守。

作为一款“能感知、会思
考、易沟通、更懂你”的智联轿
车，启辰 D60 以更加智能化的
在线出行服务，满足每位车主
的个性化需求。行车过程中可
随时唤醒导航、打电话、调节空
调，查航班、股票、洗手间等功
能，此外，远程控制、车载4G移
动WIFI热点等等越级配置都能
为消费者带来愉悦有趣的超值
科技体验，启辰 D60 用专属的

“互联网基因”刷新品牌价值新
高度。

青年报 车键

11月5日，斯巴鲁汽车（中
国）有限公司在此以“放释自我”
为主题举行了新一代 SUBARU
XV华东区域试驾会。在活动过
程中，集斯巴鲁四大核心技术为
一身的新一代 SUBARU XV 在场
地性能综合测试、ES对比试驾
等多个试驾环节中尽情释放年
轻激情与青春力量，充分体现斯
巴鲁“安心与愉悦”的品牌价值，
以斯巴鲁全球化平台（SUBARU
GLOBAL PLATFORM）等诸多创新
汽车技术结合匠心工艺带来的
舒适驾乘感受，彻底征服试驾
者。

新一代 SUBARU XV 以“Fun
Adventure”为设计理念，将目标
人群定位为以年轻人为主的消
费者，他们崇尚自由、追求个性，
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生活方式
也格外丰富而别具品位。因此，
该车型被着力打造为有着符合
都市格调的设计感、品质感、运
动性以及易操控的特性，同时凭
借世界级安全性能、完美的动态
质感、高通过性适用于长距离外
出，并能带来愉悦的舒适驾乘体
验。经过全面进化，新一代
SUBARU XV 成为斯巴鲁在中国
市场上首款汇聚水平对置发动
机（SUBARU BOXER）、左右对称全
时四轮驱动系统（Symmetrical
AWD）、斯 巴 鲁 全 球 化 平 台
（SUBARU GLOBAL PLATFORM）、
EyeSight驾驶辅助系统四大核

心汽车技术的车型，并继续以时
尚个性的风格、强大的行驶性
能、世界级安全性能的高度融合
来征服年轻消费者之心。

首次配备EyeSight驾驶辅
助系统的新一代SUBARU XV，在
场地试驾的对比试驾环节，同沃
尔沃XC60在关于在主动安全辅
助系统项目进行对比试驾时同
样表现优越。其所具备的防碰
撞制动系统（PCB），会自动检测
前方障碍物（车辆、行人、自行车
等高度超过1米的物体），当有
碰撞危险情况时，车辆会发出声
音警报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如
果驾驶者未作出制动操作，车辆
将主动制动、自动减速或者停
车。如果与前车的速度差小于
约50km/h，可以预防碰撞或者降
低伤害，如果驾驶员进行了回避
操作，可以通过能够迅速产生强
劲制动力的“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PBA）”以及可以提升转向能力
的“防碰撞转向辅助功能”，极大
提升了驾驶安全性。

全新启辰D60上市
售价6.98万-11.18万元

放释自我
——试驾斯巴鲁新一代X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