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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信息

新车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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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四大专业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会上，新农都物流中心、世纪建材装
饰市场、原野汽配市场负责人一一作总
结报告。在听取各大市场上半年经营以
及安全生产工作报告后，新世纪市场园
区安全生产分管领导以及支部副书记分
别作市场园区2020年上半年安全生产
工作和整体工作报告，并就下半年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并明确了工作要求。

回顾上半年工作，自疫情发生以

来，园区所属四大市场部分受到了正面
冲击，为了克服各项不利因素，园区协
同各市场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
手抓、两不误，加速推进广大经营户复
工复产，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保持了较
为平稳的态势。上半年，园区四大专业
市场实现成交总额110.43亿元，同比下
降28%，尽管总成交额出现下滑，但各
市场经营队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锐
意进取，部分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上半年，汽车市场展会活动持续发
力，以购车补贴、购车指标的增加为契
机，举办2020萧山媒体汽车展，销量同
比去年翻倍，成绩喜人。原野汽车市场
部分商户订单创新高，尤其是自行车、
婴童玩具车上半年的订单已经达到去
年全年的销量。新农都物流中心则是
为商户排忧解难，想方设法稳商留商、
截至5月底，中心商铺（摊位）招商率
97.64%（按面积）较年初（97.36%）略有
提升。

在部署下半年工作时，园区及各大
市场负责人达成一致，表示要继续推进
资产出租工作，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品牌
经销商入驻市场，强化市场各广告位的
出租，增加经营性收入。争取举办好秋
季媒体汽车展和国际汽车展等展会，以
展会的品牌效应，带动园区的经济发展。

防疫复工两手抓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作为萧山
较早复工复产的企业，摆在四大市场面

前最严峻的形势是如何破解既要“防疫
保供”又要“复工复产”的难题。

防疫工作是重中之重。疫情发生
后，园区以及各大市场第一时间召集成
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及时排摸区域内
商户的人员信息情况，掌握其14天的出
行轨迹。与此同时，园区还制定了适合
园区实际运行情况的封闭管理方案。
封闭管理后，园区以及各市场每天派人
轮流在主路口值岗，查验绿码，测量体
温，不放过一辆车、一个人，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

新农都在这场疫情当中，不仅要阻
击疫情，还要保障市场供应，工作难度
大大提升。自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
情后，还开展了地毯式排查，集中组织
市场从业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对物流
中心内相对固定供货车辆（省外车牌为
主）进行近14天轨迹抽查。

在严格防控基础上，帮助企业尽快
恢复和释放产能是当务之急。园区积
极推进复工复产过程，为方便经销商申
报和审批，提高办事效率，园区以及各
市场联合街道、派出所、卫生院，以市场
为单位，落实区块管理审批程序。为了
让足不出户的消费者第一手了解最新
产品资讯，园区还积极组织商户参与线
上平台直播活动、拓展销售渠道，实现
线上线下紧密融合，促进市场回暖。

在复工复产的工作中，汽车市场和新
农都切实帮助经营户降本减负，共渡难
关。其中，物流中心合计减免2—3月份
租金1620万元，减轻经营户的经营成本。

咬定全年总目标不放松

会议最后，园区支部书记董沛华发
表讲话。董沛华对园区上半年抗疫、经
营以及安全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下半年要做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以及咬紧年度目标不放松，
全力夺取“双胜利”。一方面要根据疫
情发展形势，持续做好园区各市场的疫
情防控工作，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大卫
生监督协管力度，推动市场疫情防控常
态化管理。

另一方面，要做到“三个主动”。一
是要主攻招商引资不动摇。各市场需
明确重点，全力以赴抓招商、聚焦重点
抓招商，最终赢取“大满贯”。二是要主
动深入挖掘市场潜力，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结合园区实际，积极寻求企业发
展的突破口，同时提升管理水平，以创
新的发展思路、扎实的工作作风，促进
园区市场转型升级，企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三是要主动做好园区范围内安全
生产保障工作。时刻紧绷安全弦，以

“百日攻坚”为抓手，联合各市场全面排
查安全隐患，加强隐患整改力度，争取
实现园区全年零事故。

董沛华最后表示，园区上下要团结
一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举措、机制和方法，自加压力、
多点发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工作新
局面，力争为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世纪市场园区召开2020年半年度工作总结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防疫情稳增长 两手抓两不误
■记者施雅敏

7月10日上午，新世纪市场

园区召开2020年半年度工作总

结暨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回顾总

结上半年园区运营与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并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

确保园区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园区领导班子成员、浙江新

农都物流中心、浙江世纪建材装

饰市场、杭州原野汽配五金市场

负责人以及园区相关人员参加

会议。

众所周知，探岳是一汽大众旗下的
中级SUV车型，探岳X则是在探岳的基
础上，设计了更加时尚动感的溜背式设
计，运动氛围更加足。

近日，一汽-大众杭州百年店探岳
X新车到店，已接受预定。本期，小编带
大家来抢先看看这款全新轿跑SUV到
底有着怎样的亮点。

外观抢眼，溜背造型运动范十足

从外观来看，探岳X整体造型非常
时尚，此次实拍的车型配有R-Line运动
套件，可以看到，探岳X在中网左上角安
装了全新样式的“R”标识，营造出较为强
烈的运动感。

探岳X的前脸十分霸气，六边形中
网依旧是经典的造型，三条横向的镀铬
饰条不仅拉伸了视觉宽度还让大灯与格
栅巧妙地融为一体。实拍车型配备了
LED大灯，灯组内上下两条装饰条分别
与中网上沿和中间的镀铬饰条相连，增
加了车头的延展性。新车日间行车灯并
没有安装在大灯内，而是放在了雾灯区
的上沿，同时兼具转向灯的功能。

探岳X的车侧线条非常流畅舒展，
头尾上翘的贯穿式腰线增加了车身侧
面的层次，让它看起来力量感十足。悬
浮式车顶则为它增添了一些时尚元

素。除了中网处安装有表明身份的“R”
标识，新车在左右两侧的翼子板上也安
装了带有“R”标识的装饰条。

新车尾倾斜角度还是比较大的，轿
跑风格非常浓郁。全新样式的尾灯绝
对算得上是一大亮点，灯组内使用了大
量“X”形元素，目的是与探岳X的名字
相辅相承，点亮后辨识度很高。尾部的
造型也十分独特，采用分层式尾翼设
计，在行李厢上沿还安装了一个小鸭

尾，这一设计也很讨年轻人喜爱。

内饰更注重驾驶者，座椅空间舒适

和动感的外观比起来，探岳X的内
饰显得更为务实。家族式设计的内饰简
洁大气，整体偏向驾驶员的布局增加驾
驶氛围，中控台上的仿碳纤维饰板则提
升了内饰的运动氛围，方向盘握感饱满，
并且两侧还使用了打孔皮包裹，加速驾
驶时不会出现打滑的情况。

新车配备了全液晶仪表盘以及一
块9.2英寸的中控屏，值得一提的是，中
控大屏支持 Carplay、Baidu Carlife
等，除此之外，还具备手机映射、手势控
制、全景影像的功能，科技感方面可谓
十分丰富。屏幕下方空调控制区采用
了触控设计，相较实体按键有着更强的
科技感。此外，实拍车型还配备了前排
座椅加热/通风功能，空调系统还带有空
气净化功能。

实拍车型配备了全时四驱系统，挡
杆后方设有驾驶模式选择旋钮，方便驾
驶员根据路况随时切换驾驶模式，还配
备了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来说绝对
是“福音”。

虽然是一款个性十足的轿跑SUV，
但是探岳X的后排舒适性并没有打折，
实拍车型不仅为后排配备了独立空调
和两个USB-A接口，还配备了座椅加
热功能，从实际乘坐来看，舒适性还是
很不错的，两侧的头枕也带有“R”标识
刺绣，中央扶手上还设有杯架，方便后
排乘客使用。

探岳X搭载的第三代 2.0T涡轮增
压发动机提供两种功率，分别为330TSI
以及380TSI版本，其中380TSI达到了
162kW(220马力)，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
是一台7速双离合变速箱。

大众探岳X 溜背的就是好看

近日，国产全新林肯飞行家Aviator正
式上市，官方指导价50.98 万元—75.98 万
元。除了先期预售的的四款四驱车型以外，
还新增了一款入门版的后驱车型，这五款车
型的动力均采用了3.0L V6双涡轮增压发动
机+10AT的动力总成，与进口车型相比，每
款车型均提供了六座和七座版本进行选择。

飞行家作为林肯的第二款国产车型，外
观方面延续了进口车型的整体设计。从整
体设计语言来说，在整个中大型SUV市场都
是特立独行。在细节部分，家族式星耀格
栅、鹰眼前大灯组进一步诠释豪华，而在车
身配色上，则专门为中国市场增加了黑色悬
浮车顶。

内饰方面，国产的林肯飞行家也同样是
延续了进口版设计，但在细节之处有所调
整。首先是在中控屏幕上，国产版车型采用
了更大的12.8英寸的屏幕，在功能方面拥有
了专属的SYNC+智行互联系统；其次，国产
版车型还提供2+2+2式六座布局和传统2+
3+2式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第二排中央可
选装更豪华的中央扶手，对第二排乘客的豪
华体验更进一步。

当然，进口版车型上就已经为国内市场
量身打造的“新风管家”系统，这在新车上继
续得以保留，这套系统能时刻保持座舱空气
清新、纯净，让出行健康、舒畅。

动力方面，国产版本的飞行家继续搭载
3.0T V6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作为动力选
择，最大功率 355马力，峰值扭矩 553牛·
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10速自动变速箱，同
时搭载四驱系统。

50.98万—75.98万元
林肯飞行家正式上市

日前，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
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自2020年 7月24日起，召回2018年 12月
11日到2019年 5月14日生产的进口宝马
X3 M、X4 M、Z4车辆，共计356台。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的转向横拉杆，在
过大的振动负载（例如非常差的道路条件
下）的特定条件的影响下，不能排除由于过
大的弯曲负载而导致的横拉杆断裂。转向
横拉杆断裂会影响车辆的操纵和控制，增加
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
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左、右两个改进后
的转向横拉杆，以消除安全隐患。

应急处置措施：车辆召回维修前，车主
应谨慎驾驶车辆，并在召回开始后尽快联系
经销商进行检修。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以挂
号信、互联驾驶消息等形式通知用户。

宝马召回部分进口
X3 M、X4 M、Z4汽车

■记者施雅敏

上周末，萧山迎来久违的阳光。正
如天气一样，临浦车展的现场也是人头
攒动。直至车展结束，围在车展现场市
民久久没有散去，不少人表示意犹未
尽：“这么快就结束了，何时再到临浦来
办车展？”“跟销售顾问洽谈得很愉快，
车展上价格确实有优势。”

为期两天的车展给临浦市民带去
了丰富的车型资源，参展商则倾力为消
费者营造良好的购车环境，力促经销商
在现场开展大力度优惠促销，为购车市
民争得实惠。不少市民纷纷表示，本次
车展的优惠力度大，参展的车型丰富，
希望以后多多举行这样的活动。

随着临浦车展的结束，现场也有人
抛出一个问题：“下一站会去到哪个镇
街？”7月24日—25日（17：00—20：30），
2020镇街巡展将马不停蹄地去到坎山，
在坎山文化娱乐中心广场为市民送上
一场夏日购车盛宴以及专属购车优惠。

熟悉车展的朋友都知道，每场近30
个汽车品牌是标配，上汽大众、一汽大
众、起亚、广汽丰田、林肯、别克等品牌
是今年镇街汽车巡展的“最熟悉的朋
友”。当然，车展的招商工作也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当中，除上述品牌以外的
其他主流汽车品牌已确定了参展意向。

“车展现场汽车品牌多，不仅可以
逐一比价，还能同品牌比价，拿到实惠
的价格。”每一场车展，经销商们都会在

厂家优惠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符合本
地市民的促销政策，一定让来看展的消
费者不虚此行。

车展现场，车友除了可以享受优惠
的购车价格，为回馈广大消费者对本报
车展的支持，还能享受丰厚的奖品。只
要在车展现场成功购车的消费者都可

凭订单到主办方处参与抽奖，奖品有微
波炉、现金大红包、健康枕、无线蓝牙音
响等，中奖率百分之百。

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了解车型和
以更实惠的价格买车，萧山钱塘汽车会
微信为伙伴们开通了团购报名通道（报
名方式见下方）。

下周末 特惠车展到坎山
时间：7月24日—25日（17:00—20：30）地点：坎山文化娱乐中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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