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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启辰D60智用“赛场”战术 凭实力抢占家轿市场
俄罗斯世界杯，西班牙、

德国等众豪强早早回家，瑞
典、俄罗斯等却打得气势如
虹，不得不让人感叹“场上无
弱队”。在世界杯一切皆有可
能，在汽车圈也一样，不止是
SUV能热销，就是自主家轿也
能做得风生水起，例如启辰
D60、帝豪GL等。

绿茵场上，传统强队和实
力新秀谁能更好地排兵布阵，
谁胜利的可能性就大一点。
纵观汽车界，也有以策略取胜
的品牌。大多数车企都只看
到SUV这块蛋糕，忽视家轿市
场。而启辰却坚持两条路走，
既有T70和T90的SUV爆款，又有高品质智
联家轿启辰D60。新车一上市即广受追
捧，凭借高性价比和优异口碑抢占了自主
家轿市场。

出色动力，轻松“得分”
如果用球队的布阵来比喻一台车，那

前锋就是这台车的动力系统，前锋都有一
颗“强心脏”，肩负攻城拔寨的重任。启辰
D60搭载HR16发动机，匹配XTRONIC CVT
无级变速器，这套铂金动力组合可谓最佳
拍档，强劲动力配上高效的传动，稳稳拿
下动力性能这一分。启辰D60快速反应和
爆发力都展现出“前锋”般的实力，无惧所
有对手。

科技加持，中场“大脑”串联进击
中场是球队的大脑和指挥官，负责把

控全场。而启辰D60“大脑”的智能程度丝
毫不亚于中场。东风启辰将生活化的200
多种应用场景结合到智能互联系统当中，
D60不只是代步工具，它更像是一位贴身
管家。

驾乘者只需轻松发送语音指令，便能
控制导航、娱乐、通讯、空调等。另外，一

“键”实现智能安防、手机远程控制、在线
娱乐、WiFi热点应有尽有，该系统活脱一

“中国汽车大脑”。

越级大空间，为自由掌控加分
后卫是球场的“清道夫”，为本方提供

更大的活动范围。启辰D60的越级大空间
给我们带来的舒心体验就像是一位尽责
的后卫，让我们能放开约束尽情驾驶。

启辰 D60 长宽高为 4756×1803×
1487mm，轴距2700mm，将近4米8的车身
远超出了同级三厢紧凑车型的体量。同
时，座椅可多向调节来满足不同乘客，营
造舒适宽敞的坐姿。2700mm的超长轴距
带来了宽敞的空间，后排腿部能保持活动
自如，宽敞程度足以媲美中高级车。

品质安全有保障，无惧对手射门
门将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有

强壮的身体来阻挡敌方的强势进攻。启辰
D60拥有强大的安全性能，堪比金牌门将。

D60 配备最新的博世 9.1 ESP、ESS、
TPMS等，前后防撞梁采用了980MPa高强
钢，再加上6气囊多方位安全保护技术，
能实现360度缓解撞击产生的冲力。一整
套安全体系做得非常完整，给车主提供足
够的安全感。

此外，D60凭借日产强大后盾的支持，
获得了大量技术输入，在制造工艺上也极
为严谨。品质防线被启辰D60紧紧守住，
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出线”的资格给它。

体验一番下来，启辰D60无论动力性
能、空间表现、智能科技还是安全品质都
非常全面，在与同级竞品的对战中，丝毫
不需要担心有短板，能做到实力赢球。相
信接下来启辰D60将持续发力，为赢得冠
军而奋斗！

近日，知名酒企保乐力加中国与著
名网络漫画非人哉工作室旗下人气漫
画《1031 万圣街》共同推出暑期号外

“非成勿饮”特别篇，保乐力加中国理性
饮酒公益大使雷佳音在漫画中化身雷
老师与主角展开奇妙际遇。漫画围绕

“盲目模仿不可取”“学会主动拒绝”“长
辈勿劝酒”以及“禁止向未成年售酒”
四个故事情境展开，旨在帮助人们了
解导致未成年人饮酒的不同原因，向
广大未成年人及全社会普及“非成勿
饮”理念。

《民族歌剧表演人才培养》在上海师范大学开班
7月10日上午，由上海师范大学主

办，遵义师范学院与贵州省歌舞剧院协办
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艺术人才培养
项目——《民族歌剧表演艺术人才培养》
在上师大霞棐剧院隆重揭幕。

本次艺术人才培养项目旨在响应文
化强国战略，以传承和发展中国民族歌剧
为己任，培育用母语歌唱的方式讲述中国
故事的优秀表演艺术人才。由国内民族

歌剧表
演 、创
作 、理
论 、编
导等领
域的18
位顶尖
专家所组成的教师团队将对学员进行两
个月的集中培训。

泰达宏利绩优增长吴华：投资要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
二季度A股市场出现大幅度下跌，投资

者避险情绪高涨。据了解，泰达宏利绩优增
长混合基金即将结束封闭期，自7月13日
起每个开放日办理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由于该基金成立于今

年股市的震荡之际，所以其成立之初的管理
理念就是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对于后续
的投资操作，吴华表示，该基金会在保持整
体稳健的前提下，通过充分权衡风险和收
益，争取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的超额收益。

绩优股或成反弹急先锋 借道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抢先布局
随着多家上市公司 2018 年中期业

绩预告密集发布，中报行情窗口期也日
益临近，尤其是在当前 A 股和港股市场
双双震荡调整下，寻找有业绩支撑、基
本面优秀的个股进行左侧配置，成为穿
越震荡、布局反弹的不二之选。于7月4

日开始发行的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
合型基金即致力于从估值水平、成长能
力、盈利质量等多角度出发，挖掘港股
和A股市场上长期业绩增长优秀的上市
公司投资机会，分享企业和经济稳定增
长收益。

市场回调或迎配置机会 中欧睿选基金正在发行
近期，受美国加息、中美贸易摩擦等影

响，A股市场出现明显回调。在此背景下，
中欧基金顺势发行中欧睿选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基金，致力于为投资者提前布
局优质资产。中欧睿选基金的权益部分将

由金牛团队-王培团队管理。据了解，王培
拥有11年以上证券从业经验，曾斩获一年
期、五年期金牛基金奖。在多年研究积淀
下，王培团队形成了完整的投资框架，适应
多种市场，多策略捕捉行业轮动机会。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正在热销中
据了解，工银瑞信投研团队负责人赵

蓓拥有药学和金融学复合背景，有着10
年的证券从业经验。谭冬寒拥有临床医
学博士学位，有着7年证券从业经验。工
银瑞信正在发行一只医药主题新基金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基金，正是由赵蓓

与谭冬寒合管，两位基金经理擅长把握医
药行业行情，过往产品收益领先同类基
金。招商证券建议，看好医药健康领域长
期投资机会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
的投资者可积极认购，构建适合自身风险
收益偏好的投资组合。

保乐力加中国携手雷佳音推出暑期档“非成勿饮”系列漫画

广告 投资有风险

“我为大督查提建议”
开通4种参与渠道

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开
门搞督查”的重要指示精神，配合开展
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从7月10日至
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开展“我为大
督查提建议”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政策措施不落实、政府管理服务不到
位、有关部门和单位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等问题线索以及相关意见建议。

这次征集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为广大群众开辟了4种参与渠
道。线上，群众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

“我为大督查提建议”专栏，也可以关
注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为
大督查提建议”微信小程序，还可以登
录中国政府网“政务服务举报投诉平
台”留言。线下，国办督查室开通了专
用邮政信箱，群众可以信件方式参与

“我为大督查提建议”活动（地址：北京
市17980信箱，邮政编码：100017）。
其中，开通微信小程序、专用邮政信箱
均属首次，旨在更大范围、更加充分地
倾听民声、汇集民智，推动改进政府工
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这次活动征集的重点内容是打好
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持
续扩大内需、推进高水平开放、保障和
改善民生6个方面问题。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晚，国航发布了对7
月10日香港飞大连CA106航班紧急
下降事件的处理结果。国航表示，经
调查核实并依据公司安全管理规章，
决定对涉事机组做出停止飞行资格并
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对负有责
任的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建议民航局在完成调查程序后，对涉
事机组的从业资格做出处理，吊销其
持有的飞行员驾驶执照。

事发：飞行途中紧急下降
7月10日，一架由香港国际机场

飞往大连周水子机场的国航CA106航
班，在飞行过程中发生紧急下降。据
旅客介绍，CA106航班进入平飞后，空
姐正在客舱分发饮料，突然氧气面罩
脱落，随后机上两次广播称“客舱出现
失密，请保持安定，戴好氧气面罩。”

随后，有网友爆料称，该事件的
原因是在空中巡航阶段机组抽烟，误
把两个组件当成再循环风扇关掉，导
致座舱释压，机组认为增压不可控，
宣布Mayday，紧急下降，旅客氧气面
罩脱落。业内人士表示，Mayday 是
国际通用的无线电求救呼号，在民航
界，Mayday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词汇，
一旦出现在无线电通讯中，则意味着
某架飞机已经遇到了实质性威胁生
命的危险情况。

7月11日20点，国航官方微博对
此事进行了回应，称机组正在接受民

航局相关部门的调查，“如果调查发现
机组存在违章违规行为，公司将以零
容忍的态度对责任人严肃处理。”

7月12日，中国民用航空东北地
区管理局通报称，已对国航CA106航
班不安全事件开展调查。民航东北
管理局表示，该航班在巡航阶段，飞
机出现座舱高度警告，机组人工释放
了旅客氧气面罩，并实施紧急下降，
于北京时间7月10日22点31分在
大连机场安全落地，机上 153 名旅
客，9名机组成员，无人员受伤，飞机
没有受损。民航东北管理局表示，事
件发生后，东北局迅速成立调查组，
于第一时间开展调查。调查组对飞
机状态进行了检查，对相关数据和资
料进行了封存，对机组成员进行了调
查笔录。此外，已将飞机的飞行数据
记录器（FDR）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CVR）送往中国民航航科院进行译码
分析，后续将依据分析结果，进一步
展开深入调查。

调查：吸烟误关空调组件
昨天，在民航局举办的例行发布

会上，针对7月10日国航CA106航班
紧急下降事件，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
室副巡视员乔以滨回应称，经过初步
调查，系副驾驶因吸电子烟，为防止
烟雾烟味弥漫到客舱，在未通知机长
的情况下，想关循环风扇，但却错误
地关闭了相邻空调组件，导致客舱氧
气不足，客舱高度告警。随后，机组
按紧急释压程序处理，释放了客舱的

氧气面罩。在下降到3000米后，机
组发现问题不对，恢复了空调组件。

一位民航业内人士介绍说，客舱
释压后，机组的处置程序是规范的，
包括宣布Mayday、紧急下降、释放旅
客氧气面罩等。但接下来的操作，机
组却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在宣布
Mayday、氧气面罩脱落后，按照规定
飞机应该找就近的机场降落，但机组
发现是误关了空调组件后，恢复了空
调组件，随后却又爬升高度继续飞往
目的地。“这一事件中，机组犯了两大
错误，一是因吸烟误关空调组件，二
是在已宣布 Mayday、氧气面罩已脱
落后，又爬升高度继续飞往目的地。”

建议：吊销飞行员驾驶执照
昨晚，国航也对此事作出了进一

步通报，国航官方微博于19点15分
发布了《国航对安全违章行为零容
忍》。国航在通报中表示，7月10日，
由香港飞经大连的CA106航班，在巡
航阶段发生紧急下降事件后，国航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公司内部不安全事
件调查程序。同时在全公司范围内开
展安全整顿、进行全员安全教育，全面
排查薄弱环节，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经调查核实并依据公司安全管理规
章，决定对涉事机组做出停止飞行资
格、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对
负有责任的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严肃
处理。建议民航局在完成调查程序
后，对涉事机组的从业资格做出处理，
吊销其持有的飞行员驾驶执照。”

国航昨晚发布对CA106航班紧急下降事件处理情况

涉事机组被停飞并解除劳动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