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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辰“五星安全”家族再添猛将
D60 获C-NCAP碰撞试验五星评价

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公布
了2018年度C-NCAP第二批碰撞测试成
绩。在本批次评测中，“高品质智联轿车”
启辰D60以 56.8的高分成绩荣获五星认
定，碰撞测试成绩超过多款合资“老炮”车
型，以后生可畏的安全品质赶超力高分荣
获五星安全。这也是继启辰T90之后，启
辰旗下车型再次斩获五星碰撞成绩，进一
步夯实了启辰“五星安全”家族实力。

作为国内权威的新车碰撞测试，C-
NCAP测评结果已经成为消费者判断产品
安全性能的重要参考标准。据公布的测
试结果显示，此次启辰D60碰撞试验的车
型为 1.6XL CVT 智联精英版（售价 9.18
万），不仅在100%正面碰撞（50km/h）、40%
偏置碰撞（64km/h）、侧面碰撞（50km/h）、座
椅鞭打四项测试中取得不俗成绩，同时还
凭借前排乘员侧安全带提醒装置、侧面安
全气囊及气帘、ESC再得3分加分，以总分
56.8的成绩一举斩获C-NCAP五星安全评
定，并超过多款合资品牌车型位列该组第
二，全面验证了启辰D60的五星安全实力。

应对严苛的测试考验，启辰D60获得
五星好成绩绝非偶然，关键因素在于其拥
有强大的安全配置，如稳定的驾驶辅助系
统、人性化的智能预警系统、高强度车身
设计等多重安全配置，以及研发团队对细
节的精益求精及严格把控，全面构筑安全
防线，从而造就了D60的高安全性能。

为了打造高级车标准的UHSS高刚性
车身，启辰D60采用了日产先进的ZONE-

BODY高性能区域车身结构，能够有效地实
现碰撞溃缩，保护乘员舱。同时，D60车身
还有多处增强型设计，其采用的980MPa
高刚性B型前后防撞梁，能够最大程度抵
御撞击产生的冲击力，实力守护车内人员
的生命安全。同时启辰D60配备了6气囊
多方位安全保护技术，能够实现360度缓
解撞击产生的冲力，给驾乘者提供了全面
的安全保障。

毫无疑问，启辰D60所带来的“安全
感”和“安心感”正是其高品质的体现，它
关注每一个细节，在制造工艺上极为严
谨，严格按照各项品质管理体系，把控每
个一环节，精雕细琢实现品质“零缺陷”。
正是基于对安全品质孜孜不倦的追求，启
辰D60才获得业内外的赞誉和青睐，不仅
成为了自主品牌在10万元级轿车市场的
热销爆款，同时成为了消费者信赖和选择
的安全座驾。

近年来，启辰旗下车型先后在 C-
NCAP安全碰撞中获得五星安全成绩，“安
全第一”的研发理念已经成为启辰产品的
DNA，“品质启辰”的品牌形象也逐渐深入
人心。去年7月，启辰T90不负众望，以
58.5分的优秀成绩获得五星安全评价，力
压同批次一众合资及自主品牌车型成为
状元。如今，启辰的“五星安全”家族又添
一员猛将D60，再次让大家见证了启辰在
中国汽车品牌安全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标
志中国汽车品牌的安全性能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准。

7月基金成绩放榜 工银瑞信26只产品跻身同类前十
7月A股市场震荡格局未改，分化加

剧，债市风景依然独好。公司表现来看，
投研综合实力强的基金公司各类产品均
有亮眼表现，例如工银瑞信，银河证券数
据显示，公司旗下共有26只产品7月回报
跻身同类前十。

海通证券表示，当前短端利率仍有下
行空间，债市将继续牛陡。业内人士建
议，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8月基金组合
策略可考虑增配债券基金，产品挑选上建
议关注中长期业绩表现好、信用风险控制
能力强的绩优产品。

债基配置价值提升 东方添益债基年内回报超6%
今年4月底出台的资管新规，对固定

收益市场影响深远，被错杀的中低资质信
用债券市场迅速回暖。在此背景下，债券
基金配置价值提升。其中，东方添益债基
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取得了较佳收益，据
银河证券统计，年内回报超过6%，引起稳

健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据了解，东方添益
是东方基金旗下首只纯债基金，债券资产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主要投资
于国债、地方政府债、中央银行票据等固
定收益类资产，自成立以来短中长期业绩
优异。

三伏天的移动“避暑胜地”新一代智跑陪你丈量壮美河山
电影《罗马假日》里说，身体和灵魂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在酷热难当的三伏
天里，新一代智跑以越级的智能配置、
卓越的动力性能和领先的安全配置，为
你打造移动“避暑胜地”，让出游的脚步
不再犹疑，让身体和灵魂一起融入自然。

三伏天里，只能躺在家里吹着空调吃
西瓜？不存在的！新一代智跑教你“智”
游自在避暑新姿势。配备自动恒温空调、
后排空调出风口、空气净化系统等清凉配
置，新一代智跑为驾乘者营造凉爽宜人的
舒适环境。不仅如此，新一代智跑搭载了
起亚UVO技术，驾乘者可对车辆进行远程
控制，通过手机操控打开空调，提前降温，
上车即享清凉，轻松开启度假模式。

新一代智跑强劲的“心脏”也迸发着

生 命 的 活
力，带你尽
情 遨 游 山
水 间 。 新
一 代 智 跑
配 备 Nu
2.0L 自 然
吸 气 发 动
机，最大马力达161Ps/6500rpm，最大扭矩
达193N·M。在先进的技术支撑和精心的
动力调校下，实现了强劲动力输出与环保
性的完美平衡。

告别都市的喧嚣浮躁，回归大自然的
静谧安宁。穿越森林、湖泊、峡谷、草原，
新一代智跑陪你丈量壮美山河，拥抱精彩
汽车生活。

保护持有人利益 大摩优质信价纯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8月9日，大摩华鑫基金发布了《关于

摩根士丹利华鑫优质信价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自2018年8月9日
起，基金管理人对大摩优质信价纯债

（000419）基金相关业务限额进行调整，单
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
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0万元，中
小投资者仍然可以正常办理上述业务。当
前的基本面有望支撑债券市场慢牛行情。

广告 投资有风险

IMGA中国2018重磅启动
日前，由唯我乐园（MyGamez）主办，中

国南京市建邺区政府以及中国移动咪咕
互娱携手协办的IMGA中国 2018启动仪
式于上海举行。来自中外知名游戏开发
商、Indie组织、发行商、分发平台等行业
资深人士相聚一堂，共同见证了IMGA中

国 2018的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IMGA
中国与 HTC 签署独家合作协议，宣布
Vive Focus为官方唯一指定VR设备。并
且 HTC 也将号召 Viveport 上所有支持
Vive Focus的内容开发伙伴们，参与IMGA
中国 2018。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德比大战将于今晚一触
即发，上港方面兵强马壮，又主场坐
镇，势必要力争全区三分；而申花则
饱受伤病停赛困扰，莫雷诺、瓜林的
受伤让后腰位置上的人选捉襟见
肘。不过既然是德比，谁都不想轻易
在比赛中丢掉3分。

申花四外援现身赛前训练
昨晚，申花来到八万人体育场进

行了赛前最后一次适应场地训练，而
此前受伤的两名哥伦比亚外援莫雷
诺和瓜林都出现了训练中，再加上登
巴巴与罗梅罗两位外援，四名外援一
起亮相。尽管如此，瓜林和莫雷诺是
否都具备上场的条件目前还是一个
未知数，不排除这是吴金贵的烟雾
弹，而具体如何排兵布阵，要等到今
天赛前才能水落石出。

“的确，后腰位置上两位铁打的
主力球员一位停赛、一位受伤。但在
面对拥有强大中场实力的上港面前，
我们会有非常积极的变化去应对，我
相信球员会做得非常好，替补上场的
队员一定也会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对
此吴金贵表示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尽管从纸面上来看申花要处于
劣势，但上一轮联赛中上港刚刚在客
场不敌保级球队大连一方，这对于申
花来说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
标。“联赛就是这样，有时候强队不一
定能赢，联赛中间互有胜负是很正常

的。我们也会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
方法，希望比赛可以很精彩。”吴金贵
说道。

此外对于申花有一个好消息，那
便是上轮联赛中与登巴巴产生冲突的
张力被足协处以6场停赛的处罚，尽
管理由并非是种族歧视，但从这样一
个单方面的处罚结果力度来看，显然
足协也认为导致这次冲突的主要原因
在于张力。如此一来，登巴巴便可以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比赛中来，而他在
反击中也能给予对手不小的牵制。

上港足协杯失利已是过去时
去年的足协杯决赛，上港在主场

眼睁睁着看着申花捧起了足协杯冠军，
而上轮联赛，上港又爆冷不敌大连一
方。因此这场与申花的德比，尽管从纸
面上来看上港要占据绝对的上风，但球
队上下依然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去年我们在主场输掉了足协
杯，确实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但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是新的一年，我
们有了新的教练，明天我们比赛的重
点是赢三分，但不是因为输掉足协杯
而有这个动力。”胡尔克说道。

而主帅佩雷拉同样认为，这些不
利因素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压力，

“我在很多国家进行过执教，在希腊、
土耳其、沙特、德国都有过经历，我唯
一的压力是能不能看到我们球队踢
出漂亮的足球，尊重足球规律在踢
球，这是我唯一的压力，也是希望看
到我们球队去做到的。”

■天下体育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斐讯杯”2018年中国
龙舟公开赛日前在上海普陀举行，今
年的龙舟赛，吸引了美国、德国、瑞
士、法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以及各地
共51支队伍上千名队员参与。

在保持以往竞赛水准的基础上，
本届大赛首次邀请了迪卡侬、里昂商

学院等沪上著名外国企业和机构组
队参赛。

值得一提的是，欧洲足球豪门、
来自德国的多特蒙德俱乐部也出现
在了本次邀请赛中。

在苏州河上划龙舟，已成为普陀
的一项最美景观佳作，与此同时，今
年还增添了蹴鞠、射箭、投壶等中华
传统民俗游戏，让市民乐在其中。

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上海男篮官
方宣布新赛季大外援人选，前火箭旧
将、38岁的“钻石”路易斯·斯科拉正
式加盟，与弗雷戴特一起成为球队下
赛季的外援组合。

此番官宣，多少让球迷感到有些
许吃惊，毕竟根据上海男篮主教练李秋
平之前在采访中的要求，球队需要一位
具有护筐能力的内线，以分担张兆旭在
内线防守上的压力，但斯科拉巅峰时期
就并非以防守见长，如今岁数已大，在
防守端更不可能有太多的指望。

对此上海男篮副总经理曹健给
出了解释，“因为他能力很全面。之

前虽然一直是按照护筐型外援的大
方向在找，但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护筐
型外援大多数短板也比较明显，或许
就是因为价格、优先权等原因无法引
进，综合考虑下来还是选择了斯科
拉。一方面技术全面，另外职业态度
好，希望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作为姚明曾经在火箭队的队友，
斯科拉对于上海球迷而言并不算陌
生，他与上海男篮之间的绯闻也已经
由来已久，其本人也曾经表态愿意为
当时姚明担任投资人的上海男篮效
力。俱乐部也曾经与当时正在NBA
效力的“钻石”有过联系，不过当时斯
科拉表示自己还能在NBA继续打球，
并没有接受这份邀请。

申花饱受伤病困扰 上港欲展示真正实力

上海同城德比硝烟再起
火箭队旧将斯科拉加盟上海男篮

2018年中国龙舟公开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