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破晓时分，当田野
微明，我就启程。你看，我知道
你在将我等候。”一个多世纪
前，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用这
样的句子表达了对亲人的思
念。而今天，同样来自法国的一
款全新车型即将在众人的守望
中启程。12月21日，东风雪铁龙
首款SUVC3-XR将正式上市，
为人们奉上一场法式 S UV的
饕餮盛宴。近日，随着详细配置
表的新鲜出炉，C3-XR再度引
发了紧凑型城市 S UV市场的
一场“喜大普奔”。

精心烹制、用料考究，C3-
XR这道法式大餐可谓是吊足
了国内消费者的胃口。1 1月1 8

日，C3-XR上演了中国首秀并
以 1 1万元起的价格开启预售 ,

火爆之势让人始料未及。预售
如何通常是一款车型市场号召
力的“晴雨表”，预售阶段已经
红透半边天，C3-XR上市之后

的前景确实值得期待。那么，
C 3 -XR是如何直击城市SUV

消费者的“痛点”呢？

致动力控：奔跑吧，“T+

STT”！

很 多 人 都 渴 望 驾 驶 着
SUV纵情驰骋、逃离都市，但
在现实中，“高油耗”却让人不
得不“且行且珍惜”。SUV车型
似乎天生就被打上了“动力”与

“油耗”的死结。然而，凭借“T+
S TT”涡轮增压 +智能启停核
芯动力的组合，C3-XR带来了
颠覆性的改变。从配置表上看，
C 3 - X R 搭 载 了 全 新 一 代
1 . 6THP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它的最大功率达到123KW，堪
称同级最强。与此同时，通过搭
载STT智能启停系统，C3-XR

可在不影响消费者用车习惯的
情况下，通过在怠速时自动关

闭发动机实现节油15%，将“高
效动力”进行到底。“跑得快，
还省油”，C 3 -XR让“动力控”
们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肆意驰
骋，将“油老虎”远远地甩在了
身后。

致科技咖：“Gr i p Con-

trol”带你自由带你飞

有人调侃道，普通人要想
成为上天入地的超级英雄，“要
么靠变异，要么靠科技”。而通
过一系列华丽丽的智能设备，
C3-XR一跃变身为无所不至、
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将越
野车的通过性和轿车的舒适性
发挥到了极致。从配置表上看，
C3-XR搭载了Grip Contro l智
能多路况适应系统，可一键切
换沙地、雪地、泥地、ESC关闭、
公路等五种路况模式，并优化
了前轮驱动力。融合了“人性科

技”的智能设备为C3-XR插上
了翱翔的翅膀，让消费者感受
未来科技的汽车生活。

致外观党：来自“Artech”

的完美

“闻香识女人，看车识男
人”，虽然这一说法有失偏颇，
但不可否认的是，汽车作为代
步工具发展至今，已被赋予了
太多感性层面的内涵，很多时
候座驾的外观被认为直接体现

着车主的“品位与个性”。C 3 -
XR就如同一位优雅的法兰西
情人，时刻散发着摄人心魄的
魅力。C 3 -XR的美由内及外，
传承自雪铁龙“ARTECH”美
学的设计理念，使其外观“时
尚、简约、均衡”。2655mm的轴
距以及 0 . 6 1 8的黄金分割轴距
车长比，满足了国人对大空间
的偏好。鲜亮的外观下，有着深
邃的艺术底蕴，C3-XR成为驾
驶者品位与个性的最佳代言。

基 于 对“ 舒 适 、时 尚 、科
技”理念的不懈探索以及对消
费者需求的悉心洞察，C3-XR

由此应运而生。凭借强劲高效
的动力、兼具操控与舒适的智
能驾控以及独具匠心的美学设
计，C3-XR在上市之前便俘获
了无数消费者。“凡有期待，就
有启程”，在消费者的翘首期盼
中，12月21日，C3-XR将正式上
市。精彩，由此启程！

配配置置曝曝光光 CC33--XXRR上上市市在在望望
力力··驭驭··美美只只待待精精彩彩绽绽放放

66个个监监测测站站显显示示空空气气重重度度污污染染
污染指数从14日下午一路飙升，今起因冷空气来袭将好转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刘晓 通讯员 马梅) 15日，
淄博空气污染指数继续升高，
最高达到284，为重度污染。其
中，人民公园、周村三金集团、
职业学院、南定等6处空气质量
监测站点数据显示皆为重度污
染。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加强，空
气质量将逐渐好转。

据环保部门数据监测显
示，14日17时空气质量指数为
115，随后便出现了一个逐渐升
高的过程，15日11时达到最高
为284。虽然到当日17时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淄博中部6

处空气质量监测站空气污染指
数一直维持在200以上。

“雾霾的扩散是一个自北
向南的过程，今天虽然冷空气
到达淄博，但是整体风力还没
有达到最强，气象条件不利于
污染物扩散。预计16日开始，冷
空气才会大面积的影响淄博，
16日过后，空气污染物将出现
一定程度的减弱。”气象专家介
绍说。

据了解，供暖季本身巨大的
燃煤量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来

源之一；其次，冬季的气象条件
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因为没
有像夏天那样大面积的降水，而
且很容易出现一些辐射雾等情
况，也为污染物提供了载体。

“空气质量改善主要还是
靠降水”，专家介绍说。但气象
部门预计，近期很难出现有效
的降水，如果仅靠冷空气来“吹

散”，只是一个平移的过程，很
难减少污染物含量。

16日冷空气过后，21日还
有一股冷空气来袭。“19日的气
象条件不太利于污染物扩散，
可能会出现轻到中度霾，提醒
有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的患者，注意添衣保暖，做好防
范。”气象专家提醒说。

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如下：
16日，晴转多云，北风2到3级，
气温-8～1℃；17日，晴到少云，
北风转南风2到3级，气温-9～
2℃；18日，晴间多云，南风3到4

级，气温-3～9℃；19日，多云，
南风转北风3到4级，气温-2～
6℃；20日，多云转阴，北风3到4

级，气温-6～1℃。

15日，市环保局发布上周(12月8

日-12月14日)环境状况通报。各区
县良好天数最多的是高青县，为4

天；其次是沂源县，为3天，其他区县
均为1天。与去年同比，各区县良好
天数均减少。

此外，二氧化硫平均浓度最高
的是张店区，为0 . 189mg/m3，最低
的是沂源县，为0 . 085mg/m3。二氧
化氮平均浓度最高的是周村区，为
0 . 083mg/m3，最低的是沂源县，为
0 . 048mg/m3。PM10平均浓度最高的
是张店区，为0 . 226mg/m3，最低的
是沂源县，为0 . 0 7 3mg/m3。各区
PM2 . 5平均浓度最高的是周村区，
为0 . 147 mg/m3，最低的是博山区，
为0 . 105mg/m3。与去年同比，淄川
区改善幅度最大，为13 . 1%，周村区
恶化幅度最大，为7 . 7%。

此外，8处河流断面存在水质超
标现象，包括桓台乌河入预备河处、
猪龙河入小清河处等。

上周各区县

良好天数均减少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赵飞飞 王国强 )

白天踩点夜间行窃，一团伙专门盗
窃田间成熟谷穗。今年八月份以来，
临淄南部山区的金山镇搭岭、黎金
山等村相继发生多起夜间盗窃田间
成熟谷穗的案件。

案发后，临淄区公安分局边河
派出所展开调查。走访中，群众反映
谷穗被盗前现场曾出现过一辆灰色
面包车。经大量信息甄别，警方最终
确定居住在临淄区辛店某生活区的
中年妇女相某及刘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经过蹲点，警方发现相某与刘某
傍晚及夜间经常驾驶面包车往返于
青州、边河等地。

11月29日，边河派出所民警兵
分两路将相某、刘某抓获，两人当场
供述盗割谷穗事实。据查，从今年8

月份以来，相某、刘某先后夜间在边
河、青州等地盗剪成熟谷穗，作案7

起，涉案价值1万余元。日前，两人因
涉嫌盗窃已被临淄区公安分局依法
取保候审，案件正进一步审理中。

成熟谷穗被盗割

神秘车辆存嫌疑

头条链接

吃吃个个外外卖卖却却被被塑塑料料勺勺划划伤伤嘴嘴唇唇
一次性塑料制品要避免高温，割伤后小心细菌感染伤口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刘
晓)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越来越
多工作比较忙碌的市民开始选
择订外卖。然而，一些外卖中带
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却成了“暗
器”，不少人被扎伤或者割伤。

今年26岁的小李是一名银
行职员，中午由于休息时间较
短，往往选择比较便捷的外卖。
15日中午，小李选择了一家快餐
店的外卖，并点了一份西红柿鸡
蛋汤。然而，不成想吃饭的时候
嘴唇被锋利的勺子边划破了。

“那把塑料勺子边上还有一
块突起的地方，很锋利，或许是
太匆忙没留意，嘴唇就这样被划
破了”小李说。

据了解，根据《塑料一次性
餐具通用技术要求》(GB18006 . 1-
2009)的规定，一次性餐具外观不

能有明显异物、起泡、模型缺陷、
毛刺、膨胀及其他缺陷；结构上
边缘光滑、规整。而记者走访多
家餐馆和市场发现，现在的一
次性塑料餐具多为三无产品，
并没有明显的安全使用标识。这
让不少市民对餐具的材料等提
出了怀疑。

据淄博市职防院急诊科副
主任医师曹佃波介绍，如果餐具
是三无产品或未经过严格消毒
的，很可能引起细菌感染。“现在
一些勺子或者筷子都很锋利，来
医院就诊的病人中就有被餐具
划伤的。”曹佃波说。

据介绍，辨别一次性塑料餐
具好坏的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
是认准QS标识。此外还可通过
闻气味、摸质感等方式。倘若市
民对一些塑料餐具的构成材料

不了解，那就要尽量避开高温。
最好不要使用塑料餐具进行禽
肉类解冻、烤蛋糕等操作，因为

塑料在加热或者冰冻的情况下
会加速老化，而一旦出现泛黄变
脆的现象，说明需要更换。

淄博中心城区再现雾霾天。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一次性餐具“起毛起刺”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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