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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在现今的自主车型上搭
载涡轮增压发动机早已不是
什么新鲜事，但是“涡轮增压
+缸内直喷+双离合器”这曾
经让合资品牌引以为傲的动
力神话，如今也在自主品牌
中问世了 . 十一月比亚迪首
款旗舰轿车 G6 正式上市，标
志着中国自主品牌成长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编者从比
亚迪汽车聊城汇友 4S 店获
悉，比亚迪 G6 现在已全面接
受预定和销售！
耗时五年 展现美学

比亚迪 G6 是一款由两

千多名工程师，历时五年的
时间，结合比亚迪最尖端的
技术和理念打造的 B 级车
型，同时也是比亚迪在中高
级车市场的发轫之作。因此
比亚迪在打造 G6 外形的时
候，更多地考虑到了中国人
的美学感观，突出的是一种
时尚、优雅以及点缀其中的
犀利感。在整体工艺、外观、
电子配置以及乘坐的安全
性、舒适性、整车的操控性和
密封性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
跃，体现了比亚迪汽车的最
高制造水准，同时也是比亚

迪公司 IT 、汽车两大产业群
技术优势的集中体现。特别
是在动力性方面，比亚迪汽
车把其目前最王牌的 1 . 5TI
缸内直喷发动机应用到了这
款车上，同时还搭配了 DCT
双离合变速器，使这款车在
动力性能上与世界同步。
带 T 登场 引领未来

从数据上显示：比亚迪
G 6 最 大 功 率 为 1 1 3 k W /
5200rpm ，最大扭矩 240Nm/
1750-3500rpm ，动力相等或
高于市面上主流的 2 . 0L 自
然 吸 气 发 动 机 。而 且 这 款

1 . 5TI 发动机 0-100 公里的
加速度成绩低于 10 秒，是自
主品牌首个非改装而进入

“ 10 秒俱乐部”的车型。即使
相对于大众 1 . 4T 发动机的
最大功率 96Kw 和最大扭矩
220Nm 而言，比亚迪 1 . 5TI
发动机在账面动力上的优势
也十分明显。
五大技术 勇闯 T 时代

据比亚迪技术人员介
绍 ，比 亚 迪 G 6 搭 载 的
1 . 5TI 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全
铝合金发动机，是 “涡轮增
压、缸内直喷、分层燃烧、可

变气门正时、全铝合金发动
机”五大技术的完美结合，这
几点在业内都是领先技术。

六挡手自一体 DCT 变
速器也是比亚迪 G6 的另一
大技术突破。这套能与合资
品牌叫板的 DCT 双离合变
速器，由两组齿轮组分别控
制单数档和双数档，控制模
块会根据车速和油门踏板等
对驾驭者的换档意图做出判
断，预见性的把下一档位齿
轮组进行预连接，两组离合
器的共同协作可以让换挡间
隙降为零，换挡速度更快，动

作更顺畅，动力的传递也更
高效，绵密的速比带来的是
无比平稳顺畅的驾乘感受。

品质做到国际标准，价
格适应中国国情，显然比亚
迪 G6 做到了。以 10 万元左
右的价格就可以轻松拥有涡
轮增压+缸内直喷+双离合器
的 B 级车，这种性价比对于
B 级车市场来说杀伤力不言
而喻，更重要的是比亚迪攀
上了一个自主品牌的技术巅
峰。而我们相信比亚迪 G6 只
是一个开始，比亚迪还会带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震撼

T 时代比亚迪 G6TID

聊城各县（市）区党代会相继闭幕

八县(市)区“一把手”亮相
本报聊城 1 月 8 日讯(记者 刘铭) 截止到 1 月 8 日，聊城八个县(市、区)陆续召开了党代会，聊城市所

辖东昌府区、临清市、冠县、莘县、阳谷县、东阿县、茌平县、高唐县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今日，新当选
的各县(市)区委书记在本报集体亮相。

6 日，中共东昌府区
第十二届区委第一次全
会召开，会议采取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选举李小平
为中共东昌府区第十二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书
记，孙孟来、毕黎明为副
书记。区纪委第一次全会
经无记名投票，选举吴润
昌为中共东昌府区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贾立
军、郭志强为副书记。

5 日至 7 日，中共临
清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
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中共临清市委委员、
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
中共临清市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
建鹏为市委书记，李新阁、
祁学兰为市委副书记。中
共临清市第十二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选举张子明为纪委书记。

6 日下午，中共冠县
第十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本届县
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
和副书记。洪玉振当选县
委书记，牟桂禄、张琳当选
县委副书记。当天召开的
中共冠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届一次全体会议，选
举韩金芳为中共冠县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其敏、
牛玉锁为副书记。

7 日，中共莘县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莘县
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县
纪委委员。中共莘县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选举朱加云为县委书
记，张国洲、张俊之为县委
副书记。中共莘县第十三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选举孙荣军为纪
委书记。

7 日上午，中共阳谷
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
幕。田中俊当选为阳谷县
委书记，何宪卓、崔新乐
当选为阳谷县委副书记，
丁洁清、马颖、王同章等
11 名同志当选为阳谷县
委常委，李其超当选为阳
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李英华、周传光当选
为阳谷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副书记。

7 日上午，中共东阿县
第十三届委员会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会议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
共东阿县第十三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
刘国强为县委书记，周文
明、申强为县委副书记。会
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
县纪委一次全会的选举结
果，李艳秋为县纪委书记。

8 日，中共茌平县第
十二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
会议。会议通过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茌
平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委
和书记、副书记。陈秀兴当
选县委书记，雷霞、许兰岭
当选县委副书记。中共茌
平县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会，选
举邓丽为中共茌平县纪律
检查委员会书记，常秀清、
李登峰为副书记。

7 日下午，中共高唐
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共
高唐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
书记；通过了中共高唐县
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结果。刘春华当选县委书
记，张颖、朱茂明当选为副
书记。在中共高唐县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聂磊当选为书记，张
强、李玉泉当选为副书记。

东昌府区委书记 李小平

冠县县委书记 洪玉振

阳谷县委书记 田中俊

茌平县委书记 陈秀兴

临清市委书记 王建鹏

莘县县委书记 朱加云

东阿县委书记 刘国强

高唐县委书记 刘春华

1 月 5 日至 8 日，东昌府区、临清
市、冠县、莘县、阳谷县、东阿县、茌平
县、高唐县陆续召开了党代会，记者了
解到，各地透露出诸多惠民信号，并表
示将建生态宜居地，让老百姓更加幸
福。

东昌府区将全面完成城中村改造
任务，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群众
居住条件。同时，妥善解决好搬迁群众
的就医、上学等问题。将以镇驻地村、
经济强村为重点，加快建成一批人口
聚集适度、功能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和
谐、管理科学民主的新型农村社区。加
快建设“水、电、医、学”等公共服务设
施，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努力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临清未来五年将呈现活力迸发、
跨越赶超的新态势。城市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在得到巩固提高的同时，将进
一步向农村延伸，让人民生活更加殷
实，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社会保障
体系、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更加健全，并将把富民作为第一导向。

冠县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抓好“五大社会保险”、“五大社会救
助”和“五大社会福利”，将在四处中心
敬老院增加床位 1000 张以上，并将建
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完善城乡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
务功能。

莘县将推进旧村改造、整村迁建
和合村并点工作，计划五年建设农村
新型社区 100 个，五年新建保障性住
房 1 万套。同时，将完善县乡村三级卫
生服务网络，三年将乡镇卫生院技术
人员培训一遍；快构建覆盖全县的综
合交通网络。

阳谷将打造“东夷之都、千年古
城、武松故乡”文化品牌，加快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
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
系，实施中小学校舍、教学设施标准化
建设工程，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
水平。

东阿将依托省道 324 东阿绕城线
建设和省道 710 改造项目，尽快打通
四环路，拓宽城市发展空间，加大教育
投入，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人
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茌平将力促华夏银行、上海农商
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入驻发展，力
争实现 5 家企业上市，加强路网建设，
强化城区与济南、聊城以及高唐、东阿
的快速交通联系，构建“半小时交通
圈”，计划新建廉租房 300 套、经济适
用房 300 套、公共租赁住房 600 套。

高唐将以建和谐幸福高唐为目
标，新建城区小学 1 处、初中 2 — 3
处，建设时风实验中学、职教中心新
校，建设县医院新院区和妇女儿童医
院，巩固完善县、镇、村三级卫生服务
网络，实行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化管理，
彻底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

县（市）区党代会

描绘惠民蓝图
本报记者 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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