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有4家企业
进入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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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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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量居全球首位

新能源客车

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部分电池、电机企业

已能为国际跨国汽车企业提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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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套环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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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高质感家居？
如今，很多人将回归自然作为高质感家居的

正确打开方式。简约空间，低饱和度色彩，原生态
家具，清新绿植，纯天然、无污染、高环保性的家居
产品……从看得见的原生态家装到闻得到的室内
空气清新指数，高品质生活体现在众多方面。

自然环保最重要
健康是家居生活最核心的理念，劣质材料的

危害频现报端，品质生活的前提是健康生活。大
面积涂刷墙面时，需要谨慎选择涂料。

高质感潮流趋势
很多高质感的家庭都流行使用莫兰迪色系。

摒弃一不留神就俗艳的高饱和度色彩，合适的漆
面从视觉上有助营造自然高质感，以优雅柔和的
氛围，为空间带来温柔高级感。

品质生活新概念
杂乱无章的家很难给人带来舒心感受。在现

代都市，当原生态的家居生活成为新生活方式时，
简约清新的家居风格成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特
征。

海口亚特兰蒂斯，全球首创酒店
住宅，倾情巨献空中总统别墅，给您
七星级的家！

1月23日下午，全国驻琼异地商
会秘书长联谊会暨亚特兰蒂斯迎春
晚会，在海口亚特兰蒂斯会所举办。
南京商会、重庆商会、广东商会、潮汕
商会、北京商会、福建商会等31省
（市）驻琼商会有关负责人出席活动，
多家媒体全程参与报道。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海口亚
特兰蒂斯以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
获得众多来宾的认可。据介绍，亚特

兰蒂斯以“10年在全国造100盘”为
宏图，将酒店豪宅、高尔夫俱乐部、游
艇俱乐部、航空俱乐部等融为一体，
开启住宅新纪元。

海口亚特兰蒂斯花园，占据紧
邻海口国兴CBD的琼山大道，揽江
望海，邻四大公园。海口亚特兰蒂
斯，打造的是“酒店+住宅”的新型豪
宅形态，将不断赋予居住空间新的
价值。

据介绍，亚特兰蒂斯特聘新加
坡贝尔高林设计五星级酒店园林，
营造高尔夫果岭草坪、标准泳池、环

形跑道等配套设施；特聘“酒店设计
大师”杨邦胜机构担纲室内空间设
计，以七星级酒店总统套房的标准，
铸就挑高客厅、旋转楼梯、户内超大
私家花园等。

海口亚特兰蒂斯花园以定制作
为核心理念，投入千万巨资，以全系
统定制体系打造全品牌系列装修装
饰标准，献给您七星级的家。

海口亚特兰蒂斯花园，现在开始
接受七星级样板间参观全国预约登
记。

（广文）

全国驻琼异地商会秘书长联谊会暨亚特兰蒂斯迎春晚会举行

海口亚特兰蒂斯，给您七星级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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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引更多大学生落户武汉就业
创业，武汉市将于今后五年筹集56万
套大学毕业生租赁房。记者近日从武
汉市房管局获悉，目前武汉已筹集到
1万多套大学毕业生租赁房，总面积
近50万平方米，未来还将在新建住宅
小区中配建大学生租赁房。

为了让留汉大学生住得安心，武
汉长江青年城已经动工，规划面积
1000亩，总建筑面积约166万平方
米，可入住大学生5万人。根据规划，
今后5年，武汉将在全市交通便利、宜
居宜业宜创的区域，布局和建设多个

“青年城”，总规划用地面积约9000
亩，建筑面积约800万平方米。同时，
通过配建、改建、新建、转化等方式，筹
集大学毕业生租赁房56万套，建筑面
积1120万平方米。

武汉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满足留汉大学毕业生日益增长的安
居需求，武汉市正在研究出台举措保
障刚需群体购房，拟要求今后新建的
商品房小区拿出6％－10％的房源，
配建大学生安居房、租赁房，并在120
平方米以下户型房源中优先保障首套
房购房群体。 (据新华社）

1 月 20 日，海口永诚北汽绅宝 4S 店重装
开业，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海
南的新老消费者及各大汽车媒体共同见证这
一辉煌时刻。

开业典礼上，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售后
部部长冯涛、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培训科科
长张晓青、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桂景峰、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部马洪涛、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
公司区域经理郭勇、华诚集团董事长丁华、北汽
绅宝永诚店总经理云青，海口永诚北汽绅宝4S
店销售副总林志成等嘉宾和媒体记者齐聚一
堂，共同见证海口永诚北汽绅宝 4S店开业盛
典。

林志成在开业致辞中表达了公司在海南市场
发展的坚定信心。海口永诚北汽绅宝4S店将为
海南地区消费者提供优质周到的服务。

冯涛向在场嘉宾介绍了北汽绅宝以及北汽集
团的发展历史，对海口永诚北汽绅宝4S店的开业
表示热烈祝贺。

据介绍，海口永诚北汽绅宝4S店位于海口
市南海大道西8号，占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
该店按照北汽绅宝总部标准新建，集整车销
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内容于一
体。

北京绅宝秉承“科技、品质、安全、环保”的
理念，融汇世界主流汽车品牌的成熟经验，精心
打造每一款车型。北汽人以自己的智慧与汗
水，坚持和发扬“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
进，志在必得”的北汽精神。海口永诚北汽绅宝
4S店将为每一位海南市场的客户朋友提供优
质服务。

海口永诚北汽绅宝4S店以客户满意为目标，
开张期间为广大客户准备了众多优惠和促销活
动。欢迎消费者莅临店内咨询！

（广文）

1月28日，广汽传祺“品质魅力家
轿”传祺GA4正式登陆海口市场，售价
7.38万-11.58万元。

时尚律动的魅力设计

传祺GA4拥有长达4692mm的
超长车身和17英寸切削光辉运动轮
毂，彰显了传祺 GA4 的器宇不凡。
由箭羽式 LED 组合尾灯、展翼型
LED日间行车灯、LED前雾灯构成的
LED灯光组合，大幅提升了整车科技
质感。

营造贵宾级舒适体验

传祺GA4车内空间宽阔，拥有
1060mm前排空间和950mm头部空

间；高质感真皮柔软座椅，给驾乘者带
来舒适的乘坐体验。传祺GA4还为
后排乘客贴心准备了出风口+USB充
电口配置。

此 外 ，车 辆 配 备 的 负 离 子 +
PM2.5空气净化系统，以及低VOC高
品质环保材料，让驾乘者坐享车内清
新空气。

科技构筑安全堡垒

传祺GA4搭载了德国博世ESP
9.1车身稳定系统、HHC上坡辅助系
统，时刻保护车辆安全。GA4采用高
强度安全车身设计，加上TPMS直接
式智能胎压监测系统与6安全气囊。
此外，360°全景泊车影像系统，让驾
驶者轻松实现可视化泊车，消除视觉

盲区，从容应对各种路况，让安全一路
相随。

传祺GA4搭载200T第二代发动
机，扭矩大、油耗低、噪音小；配备爱信
6AT手自一体变速箱，让驾乘更加舒
适。

一键操控智联娱乐

传祺GA4 搭载最新 In-Joy智
能互联娱乐系统，配置8英寸液晶中
控大屏、3.5英寸全彩TFT液晶仪表
盘以及智能行车电脑；支持CarLife
手机互联，安卓智能手机均可与汽车
互联，轻松使用手机语音控制、导航及
娱乐内容。无线手机充电功能是传祺
GA4同级独有的配置，有了它无需任
何充电线，可充分满足您远途旅行的

不时之需。
此外，传祺GA4还搭载了智慧

传祺 T-BOX 3.0 智能手机远程控
制安防系统，具有远程监控功能、智

能安防功能、紧急救援功能等多项
功能，通过手机可以远程操控空调、
发动机等，让驾乘者尽享一键操控
的便利与舒适。 （广文）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表示，
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
别达到79.4 万辆和 77.7 万辆，连续
三年位居世界第一，累计保有量达
到 180 万辆，占全球市场保有量
50％以上。

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我国新能
源汽车在技术水平、企业实力和配
套环境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苗
圩在总结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新
进展时谈到，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
水平显著提升。乘用车主流车型的
续驶里程已达到 300公里以上，与
国际先进水平同步。领先企业的动
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大幅提高，价
格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企业的实力明显增
强。骨干整车企业都已建立完善的
新能源汽车正向开发体系，新能源整
车、动力电池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占比
达到了8％以上，高于行业世界平均
水平。

不仅如此，当前我国互联网造车
的新业态十分活跃。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理事长陈清泰表示，这是我国有
别于欧美汽车大国的特点和优势，给
汽车业注入新的基因，带来新的理念、
技术和商业模式，把握了电动化汽车
互联网智能化和未来出行的方向。如
今，这些企业的产品已亮相市场。

尽管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
发展，但仍存在一些挑战，如充电桩
不足、政策体系待完善、核心技术待
突破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逐
步凸显。

这当中，解决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短板是当务之急。苗圩说，我国现在
车桩比只有3.5比 1，随着新能源汽
车数量持续增长，充电基础设施结构
性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整体规
模仍显不足。

一方面是充电桩数量不足。数
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规划新建公
共充电桩数量约50万个，与同期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规模不匹配。另一
方面，充电设施的布局还不够合理。
苗圩说，目前公共充电桩的使用率还
不到15％，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
还没有形成，存在着运营企业盈利困
难和消费者充电价格偏高的双重矛
盾。

充电桩企业、深圳奥特迅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萧霞认为，充
电桩利用率低不仅带来大量设备浪
费，而且由于车型众多，充电功率大
小不一，很多固定功率充电设施无法
满足车主差异化的充电需求，使“充
电设备先行”陷入困境。为此，她认
为应从技术创新角度推动充电桩规
划整体进一步提升。

除充电桩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核心技术也有待突破。例如，动力电
池产业整体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燃料
电池汽车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
在拉大，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还有待完善。苗圩说，从整车来看，
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纯电驱动的平
台，大多还没有纳入企业的研发计
划，已有平台大多是利用原来燃油车
平台改装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
钟志华表示，企业沿用了燃油车的平
台并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节能优势，未
来还需以平台化、模块化、系列化和
轻量化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并与新
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和新装备相结
合。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
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科技部
部长万钢表示，将继续完善政策创新，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财税方面，明
确延长车购税优惠措施，2020年电动
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将坚定退出。

（据新华社）

武汉未来五年将筹集
56万套大学毕业生租赁房

传祺GA4海口上市

海口永诚
北汽绅宝4S店开业

1月28日，海口绿城·桃李春风
烟波里中心景观区以及新样板区正
式开放，约350位嘉宾到访，15家媒
体对此进行报道，仅一个上午同步进
行的线上直播观看人数就达到79万
人次。

一位桃李春风的业主表示，她从
去年开始就期盼着绿城·桃李春风烟
波里中心景观区的落成。一想到能
够把家安在这么美的园林中就十分
激动。

剪彩仪式上，令人惊艳的十二乐

坊演奏、典雅的古典舞蹈、唯美的油
纸伞走秀，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剪彩仪式结束后，通往中心景观
区的大门徐徐展开。众多来宾们陆
续进入园区，一览中心景观区的风
华。在品鉴完景观区之后，众位嘉宾
又走进新样板区。从景观轴走进样
板区，一路景致令人感叹。

本次开放活动中，桃李春风为了
更好地向来宾们表达敬意，特邀八位
知名书法艺术家在生活体验馆中亲
笔撰写对联赠送给来宾。

据了解，此次烟波里中心景观区
的开幕，距离上次烟波里样板区的开
放，刚好是一周年时间，此时启幕中
心景观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
这里生活，业主将与诗情画意为伴。

据了解，烟波里中心景观区是将
苏州园林与岭南园林两大派系有机
融合，并因地制宜取其精华打造而成
的。烟波里中心景观区是绿城造园
技艺的集中体现，园林景观符合当代
人审美意趣。

（广文）

海口绿城·桃李春风烟波里
中心景观区、新样板区正式开放

品质魅力家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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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

我国新能源汽车驶入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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