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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 时间：2016年3月10日-13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海岸）

为方便市民前来观展，本届车展组委会还提供了免费穿梭巴士，市民可

以在以下指定地点乘车。车展期间，每条路线多辆巴士轮番往返，平均30分

钟一班车。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首届华南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诚邀您的

到来！

2016海南国际车展观展咨询热线：

电话：0898-65256032 传真：0898-68580685

网站：http://www.autohainan.net/

官微：车圈

2016海南国际车展即将盛装启幕

豪车阵容极致奢华
玛莎拉蒂

劳斯莱斯古思特系列

讴歌RLX 3.5L Sport Hybrid SH-AWD

英菲尼迪

奔驰GLE SUV

宝马BMW 730Li

保时捷

2016年3月10日—13日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首届华南国
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由海南省科
学术厅支持，海口市人民政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主办，
海口市会展局、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共好国
际会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洋浦共好国际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承办。作为华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车展，本次海南国际
车展聚集了海南 95%的汽车品牌，其中本届车展所展出的豪车
品牌更是独具时尚特色。除宝马、奥迪、奔驰、雷克萨斯、进
口大众、沃尔沃等主流豪华品牌外，DS、英菲尼迪、讴歌、玛
莎拉蒂等豪车都将现场亮相，为广大车友及汽车爱好者带来前
所未有的豪车阵容！

玛莎拉蒂
作为本届车展豪车名角之一的玛莎拉蒂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

于一身，本届车展现场您将看到玛莎拉蒂Ghibli，这款车可以说
是融合了玛莎拉蒂百年经典的非凡风范，华丽的外形更是彰显意
式匠心缔造的优雅精致内涵。除此之外玛莎拉蒂Quattroporte
总裁系列轿车也将在现场华丽展出，这款玛莎拉蒂旗舰车型兼具
了跑车的运动操控性能与舒适的日常驾驶需求，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现场购置玛莎拉蒂，还可尊享多种金融方案：最低20%首
付，1年0利率。更有13种车漆、5款内饰选材、7种轮毂等多
样化个性之选。助你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座驾。

劳斯莱斯古思特系列
都说有钱任性，像劳斯莱斯这样有逼格的品牌更是任性随

意。本届车展豪车展区，劳斯莱斯带来了古思特系列。该款车在
保留劳斯莱斯汽车经典元素的基础上，在设计和技术上都做了创
新和整合，以满足客户多样的需求。由欢庆女神徽标延伸出的锥
形引擎盖中线，不禁让人联想起喷气式飞机的雾化尾迹，又类似
豪华游艇的尾流，暗喻着古思特车型的动感活力。此外，闻名已
久的“飘驰线”（waft line）在古思特系列II 上的角度更加前
倾，用来凸显这款车轻松自如的动力表现。

讴歌RLX 3.5L Sport Hybrid SH-AWD
在本届车展现场上贵族气质尽显的讴歌可以带来了旗舰车

型：产品讴歌RLX。混动版RLX秉承讴歌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整体车身线条流畅，不会添加过多装饰元素来特意刻画出嚣张的
造型来博取消费者的好感，也并不会去可以加长车身尺寸来迎合
国内市场某种需求。新车在外观上除增加了混动标识外，其它与
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该车主要变化是搭载一套由3.5L V6发动机和三台电动机组
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同时还配备了SH-AWD四驱系统。作为
讴歌旗舰车型，RLX四驱混动版的推出不仅丰富其产品线，同
时也增强了在同级别混动车型中的竞争力。

英菲尼迪
看惯大街上遍地跑的ABB确实有些审美疲劳，其实在豪华

车市场并非是德系三架马车的“三国演义”，对于消费者而言，
众多豪华品牌群雄争霸才是喜闻乐见的事情。本届车展上英菲尼
迪就携旗下的7款车型亮相车展A10展台，展现英菲尼迪家族极
致魅力的设计语言，另外本次车展上，英菲尼迪将推出春季购
车、享三大超级无忧大礼，凡在车展购车的客户将享受8年20
万公里的免费保修保养服务！

奔驰GLE SUV
作为豪车家族的老牌成员，奔驰在本届车展的表现再次

成为众多车迷关注的焦点。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GLE SUV
如脱缰野马霸气狂野而来，该车越野装备全面，无惧任何极
端路况的挑战。即使路况严苛，越野模式也能保证旅途畅行
无阻，并且GLE SUV的最大涉水深度可达600毫米，在高扭
矩输出与下坡速度控制系统的配合下，崎岖地形尽数臣服。
好马配好鞍，如此卓越的表现力，缘于奔驰GLE SUV有着多
样的发动机组合，其强劲的发动机动力在崎岖地形表现出比
公路驾驶更为澎湃的动力，ECO启动/停止功能确保最高能效
与燃油经济性。

宝马BMW 730Li
本届车展豪车展厅，宝马除了携旗下11款车型亮相之外，

还首次带来了全新BMW 730Li领先型和豪华型两款车型。在主
流大型豪华车（D级轿车）中，全新BMW 730Li是采用4缸发
动机的车型，该车搭载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为6.3升，较前代降低28%，在动力与燃油经济性之间实现了最
佳平衡。全新BMW 730Li以创新设计，诠释豪华新定义。智能
触控钥匙的轻松掌控，让未来从容停驻眼前；豪华后排舒适座椅
与智能后排触控系统的珠联璧合，让您畅享舒适之时亦可左右时
代格局。星空全景天窗及BMW高效微尘滤清器，前行路上邀星
辰入座，亦不染纤尘。更轻，更坚固的高强度碳纤维内核，助时
代领袖即刻轻取未来。

保时捷
令无数汽车发烧友着迷的极品跑车，个性化的高冷与经典的

设计，保时捷在本届车展上的亮相无疑令人期待！现场保时捷将
携旗下五款豪门跑车亮相开幕式大厅K01号展位，分别是极速跑
车911 、经典传承的Cayman、理智与情感的Panamera、激情
澎湃的Macan和挚热驱动的Cayenne。相信保时捷所具有的低
调内涵与强劲的澎湃动力将为海南地区车迷朋友奉上一场跑车视
觉盛宴。同时车展期间凡订购指定车型，即可享受保时捷金融低
息、现金优惠等多重豪礼。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7日电（记者汤计、王
靖）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7日上午公开开庭审理
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涉嫌犯受贿罪、贪污
罪、挪用公款罪一案，涉案金额超6亿元。杨成林
的儿子杨海因涉嫌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情妇张
婷因涉嫌犯受贿罪同堂受审。

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成林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担任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内
蒙古银行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
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杨海、张婷非法收受他人
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07亿元；杨成林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两次骗取内蒙古银行资金共计人
民币628万元；杨成林伙同杨海等人累计挪用呼
和浩特市商业银行、内蒙古银行人民币2.92亿元
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涉案金额超6亿
元。杨成林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
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杨成林曾向他人索
要、收受钱财，为其情妇张婷在北京、内蒙古买房，
为张婷的两个女儿购买200万元的保险；为给杨
海装修美国的房屋，杨成林向他人索要5000万元
人民币；要求他人为自己买路虎车，收受他人给予
的价值26万元的手机、价值37万元的照相器材；
曾以出国执行公务为由，带其亲人赴美国旅游，其
间购买价值51万美元的铜马雕塑和猛犸象牙制
品，回国后却要求下属从单位报销……

据悉，2014年6月，杨成林因涉嫌受贿罪被
内蒙古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7月经内
蒙古人民检察院决定被逮捕。

贪污受贿超6亿元

内蒙古“巨贪”杨成林
被提起公诉

3月7日，杨成林（右一）、杨海（右二）、张婷
（右三）在法庭受审。 新华社记者 王靖 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活动中
的涉台讲话，体现了大陆方面在台湾问
题上前所未有的战略自信和定力，刚柔
并济，内涵丰富。讲话既表明了大陆方
面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对台大政
方针，将继续坚持在“九二共识”政治基
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态
度，为即将上台的民进党当局及其领导
人划出清晰的底线，又释放对广大台湾
同胞的真情善意。这给关心新形势下两
岸关系走向的海内外各界提供了满满的

正能量。
长期以来，“台独”主张是民进党在

岛内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政治工具之
一，也是其与大陆方面至今未能展开交
往对话的障碍所在。出于对抗国民党的
需要，民进党人一直以1992年两会协商
文件中没有找到“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为
由，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但同属一个
国家，毕竟是海峡两岸的法理和政治现
实，民进党没有理由为了一党之私而否
定当年双方达成一个中国认知交集的历
史事实，更不应该否定“九二共识”这四
个字背后所蕴含的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
核心意涵。

我认为，习总书记这次讲话的弦外
之音更加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其实大
陆方面更重视的是“九二共识”这四个

字背后所界定的两岸关系性质，更重视
的是“九二共识”四个字背后所镌刻的
历史事实，更重视的是“九二共识”背后
所蕴含的核心意涵。只要民进党方面
总结的文字同样能够明确表达相同的
核心意涵，今年5月20日后，两岸双方
就有可能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共同政治
基础，这将是两岸人民之福，台湾幸甚，
国家幸甚！果真如此，两岸各领域交流
合作就可以持续下去，两岸经济社会将
平稳融合，两岸同胞亲情和福祉将得以
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将在不久的
将来大幅拉近，台湾民众关切的问题将
基本上得到解决。

多年来，“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
关系的“压舱石”。2005年以来，特别是
过去8年来，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基

础上展开的对话、协商和合作，为两岸人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格局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肯定。在

“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上，
两岸两会协商谈判顺利开展，双方两岸
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互访，两部门间建
立卓有成效的联系沟通机制，两岸领导
人终于得以举行历史性会面。这些进展
使两岸关系逐步进入正轨，减少了许多
误判和不确定性，两岸民间往来和各领
域交流合作更有保障，民众可以更加体
面、更有尊严、更加便利、更加安全、更低
成本地生活在一起。

今天的大陆不仅硬实力大幅提升，
软实力也稳步成长，我们对国家最终完
全统一充满信心。大陆方面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众所周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已成为两岸同胞的
共同心愿。因此，无论是“法理台独”还
是“文化台独”“柔性台独”，都是不切实
际的幻想。5月20日以后，如果民进党
当局的两岸政策立场仍然原封不动，岛
内政局、社会的稳定和民众利益必将受
到严重伤害。

只有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民众的利益才可能极大化，两岸政
治分歧才有可能最终得到圆满解决。时
至今日，与大陆关系僵局的破解关键在
民进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与行动。他们
如能跨出认同“九二共识”核心意涵、务
实调整两岸政策这一步，海峡两岸就有
可能打开持续保持良性互动、推进互利
双赢的历史新页。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应对变局 稳定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对台讲话解析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院长刘国深

拼版照片：左图是中侏罗世的渤大侏
罗草化石，右图是渤大侏罗草的复原图。

1.64亿年前中侏罗世地层中的一
种草本植物化石被我国科学家发现，这
个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草本被子植物
的发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前人提出的
被子植物演化观。 新华社发

科学家发现世界上最早
的草本被子植物

据新华社台北3月7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两岸关系发展发
表看法。台湾报纸和学者7日对此持续
关注，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对话
的政治基础，呼吁民进党尽早承认“九二
共识”、尽早表态“两岸同属一中”。

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报纸7
日均刊登采访海协会会长陈德铭的文
章，指出习总书记涉台讲话表明大陆坚
持“九二共识”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联合报》的分析文章认为，大陆领
导人近期谈话传递出如下讯息：“九二
共识”并不只是国共间的共识，而是跨
越蓝绿的两岸共识；没有“九二共识”作

为两岸的政治基础，两岸就没有协商对
话的可能，民进党所谓的“维持两岸现
状”将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联合报》还援引“权威涉台官员”
的话说，不论台湾政权因选举如何更
迭，北京对台政策具有高度延续性，对
所有政党采取一致标准；其核心是两岸
互动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及其所蕴
含的“两岸同属一中”。

文章引述这位官员的话说，只要守住
上述核心原则，两岸政治与经贸交往的政
策细节是可以讨论的；民进党现在要“去
去中国化”，而非继续强化“台独”意识。
民进党已没有时间可以继续拖延，到了台
湾地区新领导人就职日就必须面对。

《中国时报》当天刊登铭传大学两

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教授的文章。
文章表示，从大陆领导人近期对台讲话
可以清楚看出，大陆对台政策可归纳为

“四个不变”：大政方针不变，立场原则
不变，工作理念不变，工作途径不变。
唯一有变化的是工作对象和方法：加深
青年交流将是今后大陆对台工作的重
心之一。

文章强调，大陆对台政策不变“不
等于两岸关系不变”，因为两岸关系的
发展还有台湾的大陆政策这一方面。
大陆已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一以贯之”
的立场和原则，今后两岸关系迈向何
方，“就看台湾新执政者能否维持两岸
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现状”。

世新大学助理教授王正投书台湾

《旺报》，大量引用习总书记涉台讲话，
认为习总书记的论述与过去北京总体
对台政策维持了相同基调，同时也体现
出大陆对台湾问题的“战略定力”。

文章认为，从习总书记的讲话可以
看出，大陆反“台独”的意志“雷打不动、坚
若磐石”，不可能因为民进党今年胜选便
有所动摇。文章发问：至今仍未冻结“台
独”党纲的民进党，怎能以极少数的“台
独民意”裹胁和绑架台湾全体人民，去强
硬对抗大陆十三亿多人民的集体意志？

文章强调，台湾当局新当选领导人
若当真心系台湾百姓，真希望延续两岸
和平发展，切莫错估大陆人民的集体意
志，唯有尽早承认“九二共识”、尽早表
态“两岸同属一中”方为正道。

《旺报》7日的社论指出，北京的立
场已经很清楚：以“中国主权领土不可分
裂”为核心的“九二共识”是北京发展两
岸关系的基础，也是两岸能否成为“命运
共同体”“两岸一家亲”的前提。现在要
看台湾新当选领导人如何回应。

台湾媒体学者呼吁民进党
认同“九二共识”核心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