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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全新 SUVTharu途
岳在昆明重磅上市。新车提供 330TSI（2.0T）、280TSI
（1.4T）两种动力选择，结合不同配置，共推出 6款车
型，并有湖光蓝、水墨灰、摩登金等共6种车色可选，零
售价16.98万元-22.98万元。

作为大众品牌布局主流 SUV市场的全新力作，
Tharu途岳将以德系 SUV的硬朗设计、优异的空间表
现、全新的数字视听、领先的科技配置与纯正的 SUV
驾控为新时代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SUV驾乘体验，树
立主流SUV市场新标杆。Tharu途岳将接棒途观丝绸
之路版，与全新途观L、途昂共同组成实力强大的SUV
家族。

德系SUV硬朗设计引领主流SUV审美新风潮

Tharu途岳的硬朗造型在同级别车型中独树一
帜，令人一见倾心，收获了“小途昂”的美誉。其运用
了Rock-Cutting岩石切割设计理念，极富力量感，凸显
果敢与非凡气势，引领主流SUV审美新风潮。

Tharu途岳的前脸造型极富视觉冲击力，隆起的

发动机舱盖及上方筋线尽显力量之美，全系标配的
LED大灯展现动感形态及锐意眼神。车侧部分型面
饱满，立体岩刻腰线流畅有力，18吋战斧式铝制轮毂
引人注目。车尾采用立体折面设计，水平对置式全
LED尾灯、镀铬排气管等元素丰富了视觉感受。得益
于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充分考量，Tharu途岳的风阻
系数低至0.320，在大众品牌SUV中为最优水平。

人机工程学布局打造纯正SUV空间享受

Tharu途岳的长、宽、高分别为 4453mm、1841mm、
1632mm，轴距长达 2680 mm，带来宽裕的乘坐空间。
车内前、后排坐姿空间高度达到了 1013mm、975mm，
使驾乘人员有着出色的视野，同时也享有充足的头部
空间。此外，Tharu途岳还配备了 Panorama全景电动
天窗，1.17㎡的面积领先同级，为车内人员营造出广阔
的景观视野。值得一提的是，新车的座椅运用人机工
程学设计，充分考虑了中国人的体型、乘坐的舒适
性。驾驶席座椅带 8项电动调节、4向腰托调节功能，
且前排座椅拥有可独立调节温度的电加热功能。

先订先供快快加入上汽大众SUV家族

杭州元泽汽车实车已经到店，现在接受全面预
定。11月 11日下午特举办“礼遇双十一 感恩金秋季
——杭州元泽全城全系全场全聚惠”大型抢购活动。

活动前预存199元意向金，购车可抵价值6000元的特
权大礼，再送 1次基础保养；现场还有多轮抽奖，指定
车型现金优惠 66666元，预知详情可以拨打 86136999
了解或至临平大道503号店内鉴赏。

16.98万元-22.98万元 上汽大众全新SUV 途岳重磅上市

2018年交通安全设施提升大行动第一批
重点隐患整治项目施工公告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促进道路交通安全
形势进一步好转，将对 2018年交通安全设施提升大
行动第一批重点隐患整治项目（207省道、201省道、
老 15省道、闲祝线、双后线、祥彭线、东湖北路、东西
大道、塘康线、处翁线等十条道路部分路段及点位）进
行施工，为确保施工道路周边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自2018年11月12日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对施工
区域临时调整交通组织措施，具体如下：

一、施工时间:2018年11月12日至2019年2月28
日，为期108天。

二、交通组织：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将采取半封闭
半通车施工。

三、施工期间，过往机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
按施工区相关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
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

因施工给交通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杭州市余杭区公路管理处

2018年11月9日

更个性
生活需求细化、多元

6.1展馆韩国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展台
上，人们睁大了眼睛看演示人员使用扫描
机器。先用机器对全脸进行扫描，再深度
测试分析皮肤，最后用3D打印技术打印面
膜，一张完全贴合人脸的定制面膜便完成
了。这是 3D打印面膜技术第一次在中国
亮相。

定制，已经成为本届博览会展品的关
键词之一。同样在美妆领域受到关注的还
有法国欧莱雅兰蔻带来的定制粉底液等；
在旅游领域，泰国旅游公司带来了私人定
制游服务；德国瓦克集团带来的口香糖3D
打印机，可以为消费者定制任何口味、任意
形状的口香糖。

中国已迈入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新
阶段，个性化、专业化的诉求，正在深刻地
影响着企业的产品方向，影响着消费的未
来趋势。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钦
说，中国消费者对美的诉求越来越细化和
多元，更多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将涌现。

更多样
消费选择面越来越宽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内，挂着交易商

牌子的专业“猎头”来回穿梭伺机挑选“尖
货”。埃及的锡威枣、加拿大的枫树水、巴
拿马的香蕉、阿根廷的牛肉……超过 4000
件食品和农产品展品，近半都是第一次进
入中国。

未来，人们坐在家中，就可以买到全球
各地的特色商品。不仅是食品，在汽车展
区，全新旗舰车型柯迪亚克在进博会全球
首秀；美妆领域，欧莱雅带来了超过 500款
产品和技术；家电领域，松下的透明电视看
着就激动人心。

博览会上，来自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产
品和服务，让中国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挑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开放的中国，欢迎中
外企业的融合与竞争，这也将催生更多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

更智能
未来生活将有更多便捷服务

智能限速识别、主动盲点监测、车道保
持辅助、扩展交通标志识别、带跟停续走功
能的自适应巡航……集诸多自动化功能于
一身的DS7，虽然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但喷
涂亮眼黄色的展车，还是吸引着采购商们
不时拉开车门试乘。

展会上，智能产品遍布进博会各大展

区。吸引眼球的还有雷克萨斯品牌带来的
自动驾驶汽车；德勤展示的反洗钱机器人；
富士胶片结合图像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
带来的可帮助提升临床医疗诊断水平的
REiLI项目等。

跟随技术变革脚步，移动设备、智能家
居、智能家电等许多产品已经或即将进入
百姓生活，自然语义识别、人脸识别等大量
人工智能技术将被更广泛地运用于智能设
备，应用到家居生活里。

更品质
消费质量不断提升

“这种火腿口感非常好，脂肪和肉的比
例搭配恰到好处，切得越薄口感越好。”展
会工作人员刘女士趁工作间隙，来到西班
牙伊比利亚橡果火腿前试吃了起来。这是
她第一次品尝到伊比利亚橡果火腿，“品质
相当不错”。

品质化，是本届博览会无处不在的气
息。英国纪娜梵展台里的定制女鞋闪耀全
场、日本索尼的灯光音响设计感极强、杜邦
公司用于运动以及辅助医疗目的的智能运
动服饰充满未来范儿，这些产品的进入，将
再度提升国人生活品质。

一叶可窥秋，“口粮在进口食品中的比
重越来越小，高端油脂、高端食品进口份额

逐年扩大，体现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消费需求已经上来了。”中粮集团总裁于旭
波说。未来的消费，必将是品质不断提升
的消费。

更健康
追求高品质医疗服务

7.1展馆美敦力展台上，人们围着一个
小物件看个不停。它叫Micra，是目前全球
最小的心脏起搏器，体积是传统心脏起搏
器的十分之一，只有硬币直径那么长，无导
线、无囊袋的设计可以实现微创植入，极大
减轻患者痛苦。

享受更高品质的健康正成为国人的追
求。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许多企
业都带来了尖端科技。比如，医科达在进
博会发布全球首台高场强磁共振放疗系
统；诺和诺德公司全面展示了其在糖尿病
及相关领域的创新研发成果等。

随着医疗领域对外资股比限制放宽政
策的推进，医疗企业也将更多地输入先进
的医药、医疗器械和健康产品。“让更多海
外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将惠及更多百姓。”
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强说。

更绿色
环境友好型消费将成时尚

加注燃料仅需5分钟、续航里程800公
里、二氧化碳排放量 0……韩国现代展台
上，氢燃料电池NEXO展车外形低调，与一
般的小客车无异，却因为技术先进、对环境
友好的特色，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绿色消费，正在成为国人消费新趋
势。展会上，丰田甚至为迎合绿色消费的
理念，在展厅里搬进了一棵树。与此类似
的，芬兰带来“树木做的汽车”也因其车身
制造材料、动力燃料等都来自树木或可再
生，受到诸多青睐。

时代在发展，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
要求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生活在
美丽舒适的环境中。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
人心，迫使企业更多地生产绿色产品，这也
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绿色消费品类。

习近平会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

习近平指出，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
献，我们对此不会忘记。40多年来，中美关
系历经风雨和坎坷，但总体保持稳定前行。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
会普遍期待着中美关系继续沿着正确的方
向向前发展。我和特朗普总统约定在阿根
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可以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
图要有准确的判断。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
内涉华消极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仍然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
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愿同
美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精
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
出现的问题。同时，美方也应尊重中方按照
自己选择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同
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稳
定发展。

基辛格表示，很高兴在美中关系步入新
阶段的重要时刻再次来华并见到习近平主
席。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我多次访华，
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当前形势下，美中
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我高度
评价中方为此所作努力。发展美中关系需
要战略思维和远见，美中双方要更好地相互
理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
善管控分歧，向世人表明美中共同利益远远
大于分歧。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即将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
会晤顺利成功。

从进博会看百姓生活六大新趋势
用3D打印、根据每个人

的面部定制的面膜用过吗？

氢燃料电池汽车开过吗？硬

币直径般长短的心脏起搏器

见过吗？

造福人类是科技创新最

强大的动力。日前在上海举

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随处可见创新因子，包

罗万象的进口产品吸引人们

频频驻足，透过这些展品，可

以更清晰地看到百姓生活的

新趋势。 （新华社） 在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美敦力公司展台，工作人员展示

全球最小的心脏起搏器。

新华社杭州11月8日电《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 8日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
布。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
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万亿元，数字
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5%。

报告指出，当前，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
深度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
型的先导力量。2017年，全球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 12.9万亿美元，美国

和中国位居全球前两位。全球电
子商务市场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交
易额达 2.3万亿美元，亚洲、拉丁美
洲、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成为新
的增长点。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信
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网络信息技
术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
升，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文化
日益繁荣。截至 2018年 6月，中国
4G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前五，5G

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队，电子商务
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
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内
容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
术、数字经济、政府数据开放、互联
网媒体、网络安全、互联网法治建
设、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8个方面，
是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的集中展示。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发布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27.2万亿元

新修改的《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章程》全文公布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日前闭幕的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新华社8日受权发布新修
改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修改后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
包括总则、任务、组织制度、全国组织、地方
组织、基层组织、团体会员、妇女联合会的
干部、经费及财产、会徽会旗、附则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