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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重庆商报讯 日前，加拿大温哥
华国际机场携手加拿大BC省（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前来重庆，邀
重庆市民去加拿大BC省过一个有品
质、有温度的年。

据BC省旅游局中国市场推广经
理胡瑛女士介绍，BC省旅游局联合
温哥华旅游局、里士满旅游局、维多

利亚旅游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加拿
大航空公司与国内合作伙伴共同推
出了“加拿大BC温哥华千人迎新春”
项目。并专门定制了31条满足不同
需求的旅游线路，参加这些旅游线路
的客人，新春在加期间不但能出席千
人新春晚宴、跨年晚会，参加新春大
游行，还能在不少景区享受特别礼
遇，我市不少旅行社也将推出这一系
列的旅游线路。温哥华国际机场亚

洲总经理吴道荣先生也表示，目前温
哥华机场有简体中文标示牌，还有
250名华人义工服务。参加“千人迎
新春”线路的游客，在机场还能领到
机场免税店礼包和特殊折扣券。重
庆有加拿大签证中心，签证很方便。
作为旅游目的申请加拿大签证，申请
办理日期一般在5个工作日左右。
而且通常会发放10年有效期的多次
往返签证。

加拿大BC省邀重庆市民去过年

重庆商报讯 日前，记者从位于
巴南樵坪山的迎龙峡景区获悉，2018
年元月开始，重庆市主城区的市民驱
车不到40分钟，就可到樵坪山迎龙
峡旅游景区玩转260米长的3D玻璃
桥。

迎龙峡 3D 全景玻璃桥是重庆

首座全景式玻璃桥，也是距离主城
区最近的玻璃景观。整个桥体采
用斜拉式峡谷玻璃桥，所使用的新
型复合材料使整个桥体壮观且刺
激。桥面的玻璃强度超过其他玻
璃桥四倍，采用的玻璃为防弹玻
璃。在桥的两端，还将采用 3D 特
效，游客走在上面，瞬间感受到玻
璃桥带来的惊险刺激。另外，桥体

使用的滚轮也用于轻轨建设，确保
桥体的安全。

整个桥体长近 200 米，加上引
桥，长达 260 米，桥的净空高度达
160米，玻璃桥建成后，不仅是重庆
首座跨越式玻璃桥，在西南地区也
堪称第一桥。玻璃桥景区预计在
2018年1月1日试运营，3月1日正
式运营。

西南首座全景式3D玻璃桥元旦迎客

重庆商报讯 近日，一汽丰田在
天府之国成都举办了“VIOS威驰家
族问世 15周年”感恩盛典。15年
前，第一代威驰作为一汽丰田导入中
国的第一款车型，开启了一场青春之

旅。并以超低油耗、超高性价比、越
级空间、灵敏操控俘获了广大年轻用
户的心。15年后的现在，威驰在国
内已经拥有了近百万客户，并在全新
VIOS威驰之外，又推出首款两厢轿
车“全能驾趣先锋”威驰FS，共同构
成了威驰家族的产品阵营。

威驰家族举办15周年感恩盛典

重庆商报讯 12月3日，由金龙
鱼携手永辉超市共同举办的金龙鱼
1:1:1“专利好油，健康起舞”广场舞
大赛在南坪万达广场火热开启。广
场舞王子毕刚领跳金龙鱼平衡舞开
场，数百名身着各色鲜艳舞服的广场
舞爱好者同台竞技，感动、震撼着围观
市民，充分展现出广场舞的活力。

大赛现场，一个坐在爸爸头上，
一边鼓掌一边喊着“奶奶最棒”的小

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正在台
上表演的舞步矫健、看上去60出头、
满面红光的阿姨正是小男孩的奶奶
徐奶奶。据主办方介绍，徐奶奶已经
87岁了，是舞队中年龄最大、也是跳
得最好的老大姐。作为一名资深的
广场舞爱好者，她每天坚持运动，在
消耗掉身体过多的热量和多余脂肪
的同时，十分注意营养平衡和及时补
充，喜欢吃瓜果蔬菜，还注重将不同
的食用油调和着吃。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总经理吴健表示，金龙鱼一直
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此次广场舞大赛
就是致力于将平衡健康的生活理念传
递给重庆市民，“吃脂肪酸均衡的专利
好油，跳积极健康快乐向上的舞。”

据悉，本场比赛作为海选赛的第
一场，共有10支队伍参与比拼，分为
金龙鱼平衡舞和自选舞二轮比赛。
金龙鱼特别编排的金龙鱼平衡舞，更
是让广大广场舞爱好者们在舞蹈过
程中，通过身心愉快的方式学到更多
正确的营养摄入知识。

“专利好油，健康起舞”金龙鱼广场舞大赛开启

重庆商报讯 “善弈正心，一弈
一得”。2018年2月7日，一弈围棋
学苑将在重庆两江丽景酒店5楼举
行2017年冬季“童弈杯”重庆市少儿
围棋星级赛，届时，将会有超过500

组选手来到比赛现场，参加本次活
动。

比赛将分为基础组、一星组、二
星组、三星组、四星组、五星组，采用
2002年中国围棋竞赛规则：积分编
排制进行比赛。当天比赛结束后，即
按比赛成绩办理证书。各组取前6

名，颁发奖杯、奖牌、奖状及相应礼
品。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比赛作
为2017年重庆传统文化推广的收官
之作，能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围
棋学习中来，让他们从棋盘中体悟

“棋如人生”的思维与格局。

“童弈杯”少儿围棋星级赛将开打

斯巴鲁发布
改款力狮、傲虎

重庆商报讯 近日，斯巴鲁在重
庆正式发布了中期改款的Legacy力
狮、Outback傲虎车型，这两款新车
型最大亮点在于搭载了最新升级的
EyeSight驾驶辅助系统，并对外观设
计、功能性等方面加以进化。售价分
别为 21.98 万~26.28 万元、28.98 万
~32.98万元。

重庆商报讯 广州车展上，传祺
GM8全球首发，预售价格区间是18
万~27万元，将于今年12月底正式上
市。据悉，传祺GM8基于广汽传祺C
级高端产品平台打造，汇聚了广汽自

主创新的最新成果和前沿科技。
同时，广汽集团和腾讯举办了战

略合作发布会，广汽iSPACE智联电
动概念车首次亮相，阐释了“中国式创
新”迸发出的颠覆性力量；GE3无人
驾驶车首发亮相，展示广汽“电动化、
网联化、智能化”的前瞻技术成果。

传祺GM8全新定义高端MPV

重庆商报讯 11 月 28 日,浦
发银行重庆分行与国泰君安证券
重庆分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协
议。浦发重庆分行张翔行长、国泰
君安监事会商洪波主席、国泰君安
重庆分公司黄锋总经理出席了签
约仪式。

据介绍，浦发银行与国泰君安

合作多年，双方一直保持良好关
系。在总对总战略合作框架的指
引下，此次全面合作协议的签署，
是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的里程碑
和转折点。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将集全行
之力搭建全方位各层次合作平台，
通过支行和券商营业部加强对接，
发挥各自核心优势，实现银证合作
的持续共赢。

浦发银行重庆分行牵手证券巨头

重庆商报讯 广州车展前夜，被
誉为“从零开始，推倒重来”的第八代
凯美瑞正式宣布上市，售价从17.98
万元~27.98万元。其颠覆性的改变
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有点拼。

据悉，第八代凯美瑞是丰田全球
构架“TNGA”下的首款国产车型，这
是丰田一个全新的造车构架，在此构
架下的汽车将出现颠覆性的改变。

比如更加年轻时尚的外形，更好的操
控表现等。第八代凯美瑞搭载2.0l、
2.5l和双擎三款动力系统，其中2.5l
发动机的热效率达到40%，堪称全
球第一，并搭载8AT变速箱，成为8
代凯美瑞的主推车型。2.0L车型将
入门门槛拉到了17.98万元，性价比
再度提升。双擎的价格也具有颠覆
性效果，只比同排量的普通车型贵了
2万元，23.98万元的起步价会让更
多人选择双擎汽车。

重庆商报讯 11月18日，全新
名爵6在重庆上邦温泉酒店举办了
区域上市发布会。

全新名爵6是一款四门轿跑产
品，采用了溜背式造型，突出了运动

特性。中控嵌有一枚10.1英寸多点
触控显示屏，集成了斑马智行2.0系
统，具备精微语音控制、远程控制、智
能地图等功能。动力上搭载上汽的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合7速双离
合变速箱，让这款车的百公里加速甚
至不到7秒。

重庆商报讯 广州车展上，东南
汽车首发两款纯电动车型——
DX3 EV和电咖 EV10，重磅发
布全新新能源发展规划。DX3 EV
是东南汽车在DX3基础上，正向自
主研发推出的首款纯电动SUV车

型，最大续航里程310Km，最高车速
130Km/h。EV10则是由东南汽车
与电咖汽车共同开发，等速续航最大
里程可达251公里。

东南汽车将重点打造新能源专
用核心平台、轻量化技术及整车研发
体系，在2017年至2025年间，争取实
现每年至少有一款新能源车型上市。

东南汽车发布新能源规划

重庆商报讯 DX3是东南汽车
最畅销的车型，其2018款的升级车
型自然也是极度用心，记者在腾冲亲
身试驾体验，感受到这款网红小车的
热销魅力。

2018款 DX3传承三菱运动基
因与纯正SUV血统，外形设计来自
意大利宾法的原创设计，动力配置
上，继续搭载1.5L和1.5T两款发动

机和5MT、CVT变速箱。新款车型
在原有基础上升级了包括自动驻车、
引擎气压杆、转向辅助照明灯（全系
标配）、全景影像系统等10余项配
置。在腾冲的各种复杂路况上，DX3
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底盘具有比较
好的舒适性，200mm的离地间隙通
过性很好，动力方面在涡轮启动后，
提速也很神速。对于一款起价6.79
万元的SUV车型来讲，DX3的产品
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腾冲试驾“活力小将”东南DX3

四门轿跑 全新名爵6重庆上市 推倒重来 第八代凯美瑞有点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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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近日，交通银行
重庆市分行成功上线重庆市交通
罚款代缴系统，据悉，这是重庆市
第四家可以办理交通罚款代缴业
务的银行。

交通罚款代缴业务项目在该
行立项后，该行迅速成立了项目小
组，严格把控好开发、测试、业务验
收、上线、生产验证等各环节工作，
有力地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系

统上线至今系统运行平稳。
客户可持交罚通知书到交行

任一网点缴纳交通罚款，后续该行
将开通网银、手机银行、自助通等
线上渠道，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
服务。

据了解，该行将于 2017 年 12
月 2日投产异地交罚缴纳功能，届
时，外地人在重庆发生交通违法，
当事人不用跑腿出远门，即可通过
当地交通银行的网点、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缴纳罚款。

交行重庆分行可代缴交通罚款
商报记者 程娅

小张今年28岁，是一名CBD上班族，典型的理工男、
技术控，他们公司里的同事都喜欢叫他“技术张”。平时要
是电脑遇到什么疑难杂症，大家总是让他帮忙解决。热心
的小张也很乐意为大家伸出援手，他那亲民和善的“技术
控”形象早已深得人心。说到买车，像小张这样的技术潮
男，他在选车方面同样讲究“技术含量”，他的车必须是潮
酷且具有技术先进性的。

雷凌双擎魅力超燃
让您一见倾心！

毕竟买车也算是人生大事，得慎重考虑。小张刚出来
工作不久，所以预算也有限，只有14万左右。刚开始时，
小张一直在新能源车和传统燃油车之间犹豫不决，但更偏
向于买新能源车，感觉新能源车更符合自己的技术潮男形
象。由于不太懂车，他问了身边有车的朋友，朋友跟他说
14万其实可以考虑买雷凌双擎，这款车采用了先进的丰
田混合动力系统，是一款有技术含量的车型，与小张的技
术男形象特别相符。而且它不需要外接插电，非常方便，
也无需改变驾驶习惯。

起初小张还不太相信，不插电的丰田混合动力是不是
一种新技术？他便上网搜索了相关资料，发现丰田的混合

动力汽车早已成为风靡全球的消费潮流，“目前丰田的混
合动力汽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1000万辆，这么多人
选择丰田混动，品质值得信赖。”而且雷凌双擎这款车的油
耗非常低，在油费上，就比其他同排量的传统汽油车节省
30%以上。日常保养费也如朋友之前所说的，和普通汽油
车的保养费一样，甚至更低。此时，小张对雷凌双擎已经

心动了，唯一有疑虑的就是担心电池的使用寿命。

雷凌双擎“电池无忧计划”
让您安心无忧！

正当纠结之时，小张决定到4S店去看看实车。当时
刚好有试驾车，所以他顺便亲自试驾体验了一番。“雷凌双
擎的动力和操控简直出乎我的意料，感觉动力很不错，操
控敏捷转向凌厉，跟我之前认知中的新能源车完全不一
样。”小张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试驾感受。

对雷凌双擎的动力、操控性能，及油耗表现都非常满
意，对丰田的混合动力技术也很放心，小张就是担心万一
电池坏了保修麻烦。但当他从销售顾问那里得知，厂家因
对雷凌双擎电池足够自信，而特别推出了“电池无忧计
划”，即在原本混动电池8年或20万公里的质保基础上，再
加送“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的电池免费延保保障，他心里
就像吃了定心丸，“也就是说厂家在我们买车的时候，给我
们消费者免费送了一份‘电池终身质保’，那我就不用再担
心了。”

有了“电池无忧计划”，小张完全打消了对雷凌双擎电
池的疑虑，他当天就在4S店订了车。他还表示希望尽快
可以提车，“一想到有车以后外出见客户、周末约会的充实
美好生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新雷凌双擎“电池无忧计划”仅限于非营运性质的
车辆，车辆性质定义以交管所登记信息为准。活动仅限于
2017年12月31日前购买的新雷凌双擎。详情可向广汽
丰田各地经销商咨询。 文/符蓉

14万左右预算，年轻人买什么车好？

雷凌双擎自带“电池无忧计划”
你的倾心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