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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鲜的汽车技术正在不断推进到生活中，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这些技术在量产车上应用并不会太遥远，却能实
实在在地提升车辆可用性，科技一直在改变生活。

临近岁末，汽车行业各重要评
奖结果已陆续揭晓。海马汽车的新
生代都市家轿——— 福美来M5成为
了业界和媒体的宠儿。截至目前，福
美来M5已摘得八个主流汽车媒体
权威奖项，包括凤凰网“年度家庭轿
车”、每日经济新闻“年度最佳A级

车”、新京报“年度经济型车”、第一
财经日报“年度最佳性价比车型”、
车讯网“最佳操控车型奖”、杭州日
报“年度自主品牌最佳操控奖”、车
语传媒“年度经济型汽车”以及京华
时报“年度最佳性价比A级车”。福
美来M5拿奖拿到手软，成为权威媒

体、业内专家及广大消费者对福美
来M5这款高品质A+级轿车一致认
可的最佳佐证。

作为海马汽车整合全球优势资
源打造的得意之作，福美来M5扎实
稳健的底盘、优秀的燃油经济性以
及宽敞精致的空间，都充分满足了

这一级别消费群体的审美和使用需
求，从而迅速赢得青睐，走红市场。

众所周知，福美来M5所采用的
RCBS(运动舒适平衡调校)赛车级
轿跑底盘，经过多年赛场的检验，完
美融合了德系车特有的韧性以及日
系车底盘的舒适性，成就了名副其
实的“A级最强底盘”，这也是福美
来M5获得众多操控大奖的重要原
因。

现在来海马汽车济宁鑫源销售
服务店购买福美来M5，还有机会参
加“岁末嘉年华 幸福购车季”活
动，尊享1000元大礼包、高额置换补
贴等五重幸福大礼。“352小月供·轻
松贷”购车金融政策，日供只需50元
就能将福美来M5轻松“贷”回家。期
待实力不凡、竞争优势明显的福美
来M5在2015年能创造更耀眼的精
彩。 (孙涛)

12月16日，邹城市夕阳红生态
旅游开发项目举行隆重开工奠基典
礼，该项目位于邹城市香城镇五宝
山、莫亭水库东侧。项目整体规划
面积为2000亩，将重点打造生态旅
游胜地，集商务中心、敬老院、室
内恒温花卉园、旅游观光植物园、
亲子田园耕种园、研发中心、中草
药种植园、垂钓中心、水上乐园3

大板块9个功能小区于一体的国家
级生态旅游景点。

近年来，随着邹城区域经济的
快速发展，对外形象的不断提升，
邹城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
批旅游业品牌脱颖而来。像峄山风
景区、三孟风景区和凤凰山风景
区。本项目作为邹城旅游格局的一
部分，定位为以自然资源为主，改

造经济和环境，加上迎合市场需求
的健身娱乐项目，形成新的生态旅
游景点，就有了依托和可能。该项
目充分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原则，
在保护和改善邹城旅游环境的基础
上，以资源为依托开发旅游产品，
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同时体现旅游
资源的独特性与典型性，搞好资源
的综合开发利用，提高旅游知名

度，体现项目在山东乃至全国旅游
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项目建设突
出矿产资源特色及文化特色，结合
市政府提出的“大旅游、大产业、
大格局”的发展战略，项目覆盖旅
游产业发展的所有要素及相关产
业，带动了邹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
美丽自然风光等丰富资源的综合开
发，对促进邹城旅游经济、加快小
康建设、创建和谐社会、提升邹城
旅游市场知名度、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和作用。

夕阳红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由浙
商投资建设，总投资约1 . 9亿元人
民币，将在两年内逐步建成完善。
项目的建成后，首要的是作为邹城
人的休闲娱乐养老来打造，紧邻邹
城市区，依傍五宝山、莫亭水库。
天时、地利、人和，既融入邹城，
又服务于全邹城乃至济宁，为本地
区经济发展造就新的平台，创造新
的特色。其次，独有的特色景观，
可以吸引8小时都市圈的人们来此
观光旅游。 (张海涛)

邹城市夕阳红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开工奠基

操控性和经济性突出 福美来M5连夺八项大奖

进气格栅主动控制
开关由心

全新长安福特锐界沿用了进
口锐界的进气格栅主动关闭系
统，通过有效降低风阻以达到降
低油耗的作用。这项技术在进口
锐界2 . 0T车型以及长安福特福克
斯上均有搭载。

进气格栅自动调节系统可以
根据车速、水温自动控制进气格
栅叶片的开启角度，调节从上、下
进气口进入发动机舱的气流。当
车速较高时，它会将进气格栅开
启，以保证发动机可以获得更好
的冷却效果；当车速较低时，它会
将其关闭，从而让车辆获得更好

的空气动力学效果降低风阻。据
悉，这项技术的使用可以使锐界
的油耗降低1%-2%。

指纹识别记忆
认得你

在斯柯达的概念车Vision C

上，前后坐椅都配备了指纹识别
和记忆功能，一张坐椅可记忆三
个不同的指纹。车辆乘用者在第
一次使用时将坐椅调到自己舒适
的位置，再按下指纹，下次使用时
如果坐椅位置有变化，只需在指
纹位按下，坐椅就会自动回位。坐
椅记忆功能并非全新概念，一些
现款车已经配备，如英菲尼迪
Q50、雅阁等。但现有的坐椅记忆

功能大多需要消费者在车载电脑
屏上进行选择操作，而指纹识别
记忆显然更加高效便捷。

虚拟驾驶舱
一点也不物理

虚拟驾驶舱是奥迪于今年年
初发布的新一代MMI人机交互系
统。全新人机交互界面最大的改
变在于减少了许多物理仪表盘的
使用，取消了中控台液晶屏，转而
使用液晶虚拟面板来整合车载电
脑以及信息娱乐系统。

驾驶员通过按钮能够选择尺
寸不同的仪表盘样式，并能够在
这块液晶仪表盘上获得全面的驾
驶信息。该系统首次被应用于全
新奥迪TT，全新奥迪TT也成为奥
迪首款采用液晶虚拟仪表板的量
产车；此外近日完成亚洲首发的
奥迪Allroad Shooting Brake概念
车也搭载了虚拟驾驶舱系统。

永不爆胎的轮胎
要啥备胎

普利司通的一部电动车配备
了普利司通最新的第二代非充气
轮胎。从外观上看，这款轮胎外层
仍为橡胶材质，内部结构类似于
自行车轮胎辐条，树脂网格状支
架支撑起了轮胎。显然，这款轮胎
最大的好处就是再也不用担心爆
胎了，不知道未来达到量产的要
求时，这款轮胎的成本控制和减
震表现如何。

与车互联的手表
随手带车

今年，奔驰推出了一款可与
奔驰车型互联的Pebble手表，这款
手表必须连接iPhone，通过iPhone

对汽车配对从而获得汽车的消
息。其工作原理在于iPhone通过奔
驰的Digital DriveStyle应用，收集
奔驰汽车的车内消息，包括剩余
油料、门锁状态以及车辆位置等，
然后在传输至手表上，也可以认
为iPhone就是汽车和手表的信号
中转站。Pebble手表上的3个自定
义按键可以分别设置为报告危险
路况、自动导航、启动Siri、遥控多
媒体或快速查看附近交通状况等
功能。

可折叠太阳能充电伞
光电效应

在沃尔沃的展台上，除了
XC90，吸引眼球的还有一把极具
视觉冲击力的透明大伞，这便是
沃尔沃Solar Pavilion可折叠太阳
能充电伞。这把伞完全组装后会
形成一个占地36平方米的太阳能
凉亭，可以为电动车充电，也可以
有效避免阳光暴晒。据介绍，这把
伞可以折叠成一个帐篷袋，能放
进后备厢，搭建需要45分钟。目前
可折叠充电伞尚处于概念阶段，
其意义更多体现在电动车的技术
储备上，并为充电设备轻量化提
供了一种思路。

激光平视显示系统
更清和更轻

平视显示系统并不稀奇，不
过捷豹XE搭载的激光平视显示系
统则是首次出现在量产车型上。
激光平视显示系统投射的彩色图
像精度和对比度更高，可显示车
速和导航指令等驾驶信息。它还
拥有体积小、重量轻的优点，其重
量较现有系统减少了近三分之
一。平视显示系统也叫做抬头显
示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将行车重
要信息通过HUD显示屏投射到挡
风玻璃上，从而避免驾驶员在行
车过程中频繁低头看仪表或者车
载屏幕，可以很好地避免因低头
造成的视野盲区。

车内配置记忆功能
时髦包围

奔驰近日推出了一款配置了
智能记忆功能的全新概念车G-
code。当驾驶者坐上坐椅并通过智
能手机启动汽车后，仪表盘和踏
板就自动伸出，移动至最适合驾
驶者操控的位置；原本在仪表盘
上的方向盘也随之伸展开，同时
联成一体的汽车导航屏幕也将移
动至最合适的位置；最后，通风口
和多媒体显示器从仪表盘伸出。
同时坐椅还配备有3D身体扫描
器，能够监控驾乘者主要的健康
参数，并可选择性地在中央显示
屏上显示所有驾乘者舒适状况。

本刊 综合

“叮叮当，叮叮当……”熟悉的
圣诞歌曲开始回荡在济宁的大街小
巷，繁华的购物广场渐渐被圣诞树、
雪花、松枝等圣诞元素装饰一新。在
日益浓厚的节日气息中，一年一度
的圣诞节终于即将到来了。

临近圣诞，不少将结婚的情侣
们，都将选择适合的婚房作为他们
圣诞节最浪漫的礼物。而考虑到双
方的经济条件、婚期的安排、生活的
便利性和孩子未来的教育，选一套
十全十美的婚房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都不那么容易。

就比如说，如果购买的是毛坯
房，那么从买新房、装修、买家具再
到住新房，少说也得折腾大半年。再
者，新房装修不仅带来了室内甲醛
污染、废料无处丢置等问题，还是一
件超级费心、费事、费力、费钱的事。

相对来讲，恒大名都的精装房却可
以大大省去“购房——— 入住”周期和
成本，精彩生活只需一步就可到位！

6000条标准定制奢雅生活
婚房变豪宅I want you！

恒大名都是太白湖新区75万方
超大体量御湖生活城邦，项目位于
新区核心地段，北依济宁鸟巢，西临
济宁一中，东靠省运会指挥中心，咫
尺太白湖旅游度假区，缔造新区宜
居、宜商首席全功能生活大盘。自恒
大名都入市以来，项目以逾70000m2

世界级的欧陆经典园林、逾8000m2

私有湖岸景观和国际级航母配套、
满屋名牌9A精装等豪宅品质，开创
济宁湖居生活珍贵蓝本，引领着济
宁高端居住方式。

在装修过程中，恒大名都严格

按照9A精装体系6000余条“精品标
准”把控每一个环节。恒大还与松
下、西门子、美标等几十家国际一线
品牌组成战略合作联盟，产品均采
用国内外优质材料，严格确保装饰
装修材料的质量；并通过使用洁净
低能耗技术生产的无毒无污染建
材，充分保障业主的身体健康，为业
主带来堪比星级酒店的绿色健康品
质生活。

岁末约“惠”爱情有惊喜
浪漫圣诞实景看婚房

年纪轻轻，能有一套“豪宅”做
婚房可以说是每个年轻人的终极梦
想。2014年即将过去，新年的钟声即
将敲响。为了助力年轻置业者实现

“完美婚嫁”，济宁恒大名都 9 6、
115m2甜美二室、三室86折钜惠荣献

济宁，首付4 . 9万起，送1500元/m2豪
装！更有一期128-170m2稀世大宅钜
惠清尾，每天5套特价房，最高优惠
24万/套！目前，恒大名都航海风格、

现代田园风格样板间都已华丽绽
放，只要到访，“你要的幸福”就可以
360度实景体验！

（李从伟）

浪浪漫漫圣圣诞诞节节，，为为甜甜蜜蜜爱爱情情加加冕冕幸幸福福
——— 恒大名都96、115m2甜美婚房，首付4 . 9万起倾城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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