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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阵营组团聚惠 东风悦达起亚SUV系列掀起狂潮
11月30日前，购买智跑可享受购

置税全免的优惠；任意品牌二手车置
换购买KX7、KX5、新KX3、智跑，可
享受额外置换补贴，KX7补贴金额高
至13000元；此外，贷款购买新KX7、
KX5、新KX3、智跑均可享受36期0利
息优惠。

东风悦达起亚SUV家族旗舰力作
——硬派豪华大尺寸7座SUV-KX7，
是这支男神组合的形象担当，凭借着
硬派与豪华兼具的双重魅力，为那些
注重品质生活的都市精英大家庭打
造极致驾乘体验。7座大空间包罗万
象，带给全家人自由自在的出行生活；
舒适空间里，8英寸高清触摸屏、JBL豪
华音响、全景天窗、双区独立自动恒温
空调、空气净化器等豪华装备，也在即
将到来的严寒季节打造暖心之旅。动
力方面 ，KX7提供Theta2.0T-GDI、
Nu2.0GDI、Theta2.4GDI三款强劲
动力总成，匹配6挡手自一体变速器，
兼具强劲动力与高效燃油性。

具备革新外观设计的KX5，是这
支男神组合的“颜值担当”，造型犀利
的HID氙气大灯，与前雾灯组合搭配
出十分潮流化的前脸，在SUV领域具
有极强的形象辨识度。德国红点设计

大奖及德国iF设计大奖先后加冕
KX5，足以应证其不凡魅力。动力方
面，高颜值的KX5也绝不含糊，其1.6T
车型使用双涡流涡轮增压技术和连续
可变进、排气门正时技术，匹配7速双
离合变速器，最大功率177Ps，最大扭
矩265 N·m。2.0L车型发动机采用了
GDI缸内直喷技术，搭配使用第二代6
档手自一体变速器，最大功率达
165Ps，最大扭矩达203 N·m。

青春“小鲜肉”新KX3是这支组
合的活力担当，独具一格的鲜嫩设

计，同时其硬朗的车身线条又凸显出
运动气息，是年轻消费者追求个性魅
力、释放自我的真实写照。动力方
面，新KX3推出1.6L及1.6T两款发动
机车型，实现平顺换挡与肆意加速的
完美结合。尤其是搭载1.6T涡轮增
压发动机的T动力车型，配合7速双离
合手自一体变速器，输出最大功率达
160 Ps，最大扭矩达250 N·m。

经典畅销的智跑，是这支男神组
合的暖心担当，各式贴心配置应有尽
有，一键启动、立体自发光仪表盘、双

区独立自动恒温空调、全景天窗、迎
宾激光灯、带照明式手套箱、通风式
电动座椅、振幅感应减震器等配置，
带来一冬天的温暖呵护。安全配置
样样俱全，倒车雷达、车身动态平衡
系统（VDC）、速度感应电动助力转向
系统（MDPS）、下坡刹车控制系统
（DBC）等智能安全技术，实现全面周
到防护，温暖护卫前行之路。

这支各具特色、魅力非凡的
SUV男神组合，得到了中国消费者
的极大认可，屡次在权威消费者调
研中荣获佳绩。根据2017年中国汽
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测评（CACSI）评
选结果，KX7荣获 2017年市场关注
新车B级SUV并列第一名；新KX3
也同样获得了 10万 -20万A0级
SUV并列第一名。同时，在 J.D.
Power发布的2017中国新车质量研
究SM（IQS）结果中，新KX3以82分
在紧凑型SUV细分市场排名第二；
KX5与智跑均获得92分，在中型
SUV细分市场并列第三。

男神组合组团来袭，再加上年终
促销优惠，如此诱惑谁能抵挡？快到
东风悦达起亚专营店，和你的男神组
合开启精彩汽车生活吧！

东风悦达起亚作为中国都市 SUV 鼻祖，通过对

SUV市场的深耕细作，目前布局了KX7、KX5、新

KX3、智跑四款力作。他们各具匠心，特色鲜明，满足着不

同细分市场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恰逢11月购物狂欢季，

东风悦达起亚特地推出多重促销优惠，全力掀起年终销售

狂潮。

在11月17日习近平会见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时，看
到93岁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
誉所长黄旭华、82岁的贵州省遵义
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
党支部书记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
范代表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人群中
时，习总书记一把挪开了前排的椅
子。总书记伸手扶住老人，一再邀
请老人坐到了自己身边，然后与全
体代表合影。此时此刻，全场响起
长时间热烈掌声。当天新闻联播这
一幕播出后，即刻在网络刷屏了，网
友盛赞“这个动作太帅”！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在寒冷的
冬天，习总书记这个敬老爱老的自

然动作，身体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直抵民心，温暖和撼动了亿万人
的心扉，彰显了新时代领袖人物的
伟岸和风范。

习总书记这个动作，充分体现
了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加强思想道德等方面，以上
率下坚定文化自信的领袖风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
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
的共同的价值追求。习总书记这
个动作，使我们看到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只要干部带头，全民
行动，就会激励人们形成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的澎湃力量。
习总书记这个动作，就是要求

全党牢记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把我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由
站起来富起来转向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明确要求解决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
和效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
断取得新进展，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从而更好推动社会全
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精神文
明建设表彰会全体与会同志，充分
体现了总书记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高度重视，对精神文明建设
战线同志们的殷切关怀，会见中这
一小小细节，也为全国人民上了一
堂生动的精神文明课。 据央视

（作者张其佐系经济学家）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举动
为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精神文明课

□张其佐

新华社长沙11月19日电 记
者19日晚从湖南桃江县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桃江四
中发生的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当
地纪委已经介入调查。当地相关
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
果存在公职人员失职渎职情况，
将依纪依规严肃问责。

据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今
年8月，桃江县第四中学发生结

核病聚集性疫情。经湖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确认：截至
2017年11月16日，共发现肺结
核确诊病例29例（已治愈3例）、
疑似病例5例，另有38名学生预
防性服药（其中9例在外地接受
治疗），共计72名学生接受治疗
和管理，已有50名学生达到复学
标准，其余22名学生定期复查，
一旦达到相关标准即可复学。

18日晚，北京市大兴区西红
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
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
宁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抢救处置。

蔡奇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搜
救和伤者救治，做好善后工作，由
市里牵头成立调查组，查明事故
原因，严肃追究责任。要举一反
三，立即在全市进行大排查，一村
一村、一院一院地毯式摸排，不放
过任何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关闭
村镇工业大院，清除违法经营。
每个区每个单位都要负起主体责
任，确保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

目前，事故原因在进一步调
查中。涉嫌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
施。受伤人员正在接受救治。

19日上午，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带
领市领导和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负
责人来到火灾现场，就地召开现场
会。19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
召开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
大整治专项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

蔡奇指出，“11·18”火灾事
故教训极其深刻。火灾是安全生
产的“灰犀牛”，全市都必须警醒
起来，痛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切实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要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人命

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
命为代价”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
红线。要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的思想，坚持问题导向，找出思
想盲区、管理盲区，下决心加大对

“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工业大
院、散乱污企业、违法建设等的清
理力度，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北京市提出，各区党委政府
必须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守土尽
责，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敢于动真
碰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
责。要全面开展以消防安全为重
点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
治行动，一家一家、一村一村地毯
式摸排，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
故发生。市委市政府领导要分头
带队，督导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层
层传导压力，确保人民群众安全
和首都安全稳定。调查组要查明
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

陈吉宁要求，要压实责任，确
保专项行动无盲区、无死角、全覆
盖。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全部
上账、分类监管、强化整改，逐一
验收复查，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
成效。要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一批突出问题，取缔一批违法场
所，拆除一批违法建筑，关闭取缔
一批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条件
的企业，倒逼安全隐患突出的低
端业态疏解腾退。 据新华社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一艘驱
逐舰18日在日本近海与一艘日
本拖船碰撞，舰体轻微受损，双方
没有人员伤亡。

第七舰队18日说，碰撞事故
发生于当日中午，“本福尔德”号
驱逐舰正在东京西南部的相模湾
进行拖船训练。训练中，日方拖
船的螺旋桨遭拖缆缠绕，从而失
去动力并与驱逐舰相撞。

据美联社报道，“本福尔德”
号舰身有部分擦伤，但受损不大，
仍可自主航行。日方拖船随后被
拖到第七舰队驻扎地所在的横须
贺一处港口。美海军说，将对事
故进行调查。

今年以来，第七舰队下属驱
逐舰陆续发生重大碰撞事故。6
月，“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
本附近海域与一艘集装船相撞，
导致7名美军人员丧生。8月，

“约翰·S·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
加坡东部海域与一艘油轮相撞，
舰上10名船员丧生。美海军事
故调查结果显示，两起碰撞事故

均可避免。
另外，第七舰队一艘导弹巡

洋舰1月在横须贺港附近海域触
礁，液压油泄漏造成环境污染。5
月，第三舰队一艘导弹巡洋舰在
韩国郁陵岛附近公海与一艘韩国
渔船相撞，未造成人员伤亡。由
于事故频发，包括第七舰队司令
在内的一批海军高官遭解职。

据新华社

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
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19日举
行中央特别会议，决定解除总统罗伯
特·穆加贝的党主席兼第一书记职
务，此前被穆加贝解除副总统职务的
埃默森·姆南加古瓦被选举为民盟主
席兼第一书记。

民盟19日还表示，穆加贝必须
在20日中午之前辞去总统之职，否
则将面临弹劾。

一名与会的民盟人士19日告诉
路透社记者，“他（穆加贝）被解除（党
主席）职务，姆南加古瓦是我们的新
任党主席”，穆加贝的妻子格雷丝也
被驱逐出党。民盟在会议之后发表
声明，证实了上述说法。

津巴布韦军方15日凌晨采取军事
行动，全面控制政府要害部门。军方一
直否认发动政变，称这次行动旨在把穆
加贝“身边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观察人士：
军方势必会进一步施压
让穆加贝辞任总统

军方定于19日晚些时候再次与
穆加贝会晤。此前，国防军司令康斯
坦丁·古韦亚·奇文加16日在总统府
与穆加贝会晤。津巴布韦《先驱报》
网站刊登了两人面带微笑的合影照
片，但这一官方媒体没有报道那次对
话的结果。

观察人士预测，穆加贝被解除党
主席职务后，军方势必会进一步施

压，让他辞任总统。
民盟的10个省级机构“协调委

员会”17日召开会议，一致要求穆加
贝夫妇辞职。协调委员会指认在民
盟分管妇女事务的格雷丝领导所谓

“40一代”并误导穆加贝，在党内和国
家“制造混乱”，主张把这一“阴谋团
体”清除出党并移交司法部门审理。

协调委员会：
穆加贝对党的领导权
已旁落格雷丝手中

按照协调委员会说法，穆加贝对
党的领导权已旁落格雷丝手中，从而
失去领导资格。协调委员会要求为
一批遭“40 一代”打击的党员“平
反”，包括6日被穆加贝解除副总统
职务的姆南加古瓦。

穆加贝现年93岁，上世纪60年
代投身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组建
现执政党的前身津巴布韦非洲民族
联盟。1980年，穆加贝领导津巴布
韦非洲民族联盟赢得大选，取得政
权，穆加贝出任实权总理。同年，津
巴布韦正式独立建国，摆脱英国殖民
统治。1987年津巴布韦改行总统制
后，他担任总统，连选连任至今，是非
洲年龄最长的国家领导人。

格雷丝现年52岁，1996年与穆
加贝结婚，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格雷
丝曾称姆南加古瓦及其前任乔伊丝·
穆朱鲁密谋政变。她还公开说，穆加
贝应把总统职位让给她。

穆加贝被要求20日中午前辞去总统之职

穆加贝被解除
党主席之职

“一眼望去，我在同事中找不
到一个同龄人，可以一起分享青
年时骑自行车追女孩的故事。”穆
加贝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感慨。

现年93岁的穆加贝是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先驱、津巴布韦“国
父”，执掌政权已有37年之久。

津巴布韦军方此前发表声明
否认发动政变。军方发言人称，
军方的目的是清除执政党内的

“罪犯”。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其
矛头无疑指向“第一夫人”格雷丝
及其身边势力。

在许多津巴布韦人眼中，格
雷丝性格张扬，与穆加贝前妻萨
丽的谦逊平和形成鲜明反差。

格雷丝原本是国家机关的一
名打字员，与穆加贝年龄相差41
岁。1992 年，萨丽病逝。四年
后，穆加贝与格雷丝举行盛大婚
礼。两人育有三个孩子。

2014年8月，格雷丝被民盟
选为政治局秘书。踏入政坛后，
格雷丝显露出咄咄逼人的姿态，

大力抨击当时被认为是穆加贝接
班人的副总统穆朱鲁。同年12
月，这名曾参加过民族独立战争
的女政治家被解除执政党副主席
和副总统职务，后被开除出党。

随后，穆加贝擢升多年来的
左膀右臂姆南加古瓦为副总统。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与军方关系
密切的姆南加古瓦最有可能成为
穆加贝的继任者。

然而，2017年，同样的戏码
再次上演。格雷丝多次指责姆南
加古瓦有野心。11月6日，姆南
加古瓦被解除副总统职务。8
日，姆南加古瓦发表声明说，由于
遭受人身威胁，他已离开津巴布
韦。几天后，军方采取行动，软禁
穆加贝及其家人，津巴布韦陷入
政治危机。

按照一名与会的民盟人士的
说法，穆加贝的妻子格雷丝被驱
逐出党，根据民盟会后发表的声
明，证实了该说法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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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津巴布韦政局

穆加贝17日主持了津巴布韦开放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该国政
局动荡以来，穆加贝首次参加公开场合活动。 新华社发

津巴布韦执政
党非洲民族联盟－
爱国阵线（民盟）19
日举行中央特别会
议，决定解除总统
穆加贝的民盟主席
兼第一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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