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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工信部正式将许可的《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

347

批） 予以公

告，爱驰旗下纯电动智能轿跑

SUV U6

榜上有

名，这标志着爱驰

U6

正式获得“准生证”。 此

前，爱驰

U6

已成功实现白车身下线及整车试

制，各项性能及功能测试正有序进行中，量产

进程加速推进。

亚欧穿越两周年———

爱驰U5再迎

长距离测试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与文明同行

核心导读

■

快

读

新闻链接

此次活动爱驰汽车提供两辆纯电

SUV U5

投入比赛

使用。 其中一辆爱驰

U5

由爱驰汽车分管海外业务的执

行副总裁柯力世博士以及德国著名的

YouTube

博主和

记者驾驶。 第二辆爱驰

U5

由一位

23

岁的赛车手兼直升

机飞行员驾驶，

ED1000

赛事将给她带来人生中的第一次

纯电动汽车驾驶体验， 她表示期待在赛车比赛之外能有

更高效的驾驶体验与更节能的驾驶挑战。

两年前的亚欧穿越，爱驰

U5

从西安途径

12

国来

到法兰克福。

2020

年

9

月， 爱驰

U5

在欧洲以

37,990

欧元的价格开售，其销量一路高歌猛进，目前已经在法

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欧洲国家站稳脚跟。 特

别是德国零售市场 ， 爱驰

U5

精准的定位在大中型

SUV

细分市场具备超高的产品竞争力和性价比。

在智能交互层面， 爱驰

U5

的所有安全功能均可

通过大型中央信息娱乐屏幕轻松直观地操作。 创新的

驾驶员辅助系统， 包括

LKS

车道自动保持系统、

BSD

盲区监测系统和

AEB

自动紧急刹车等功能，为用户提

供稳定安全、智能便捷的辅助驾驶体验。 此外，德国固

月费租车平台

Finn.Auto

和德国汉堡汽车租赁公司

Starcar

纷纷与爱驰展开合作，投入

U5

的租赁服务，助

推欧洲电动化转型的目标。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作为助推爱驰品牌焕新、引领国

潮新风尚的匠心之作，爱驰

U6

以超越期待的潮酷设计、沉浸式

潮玩座舱体验、 创新性智能驾驶辅助及安心品质开创智能出行

全新之境。

记者了解到，基于“ 全球运动美学”设计理念，来自中国、德

国、日本的设计团队以爱驰旗下

RG Nathalie

跑车为灵感，在沿

袭了

RG Nathalie

车型的诸多独特设计元素和强调动感型态的

同时， 传承了跑车优良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整车风阻系数低至

0.26

，助力实现无忧续航。 在内饰上，

8.2

英寸隐藏式太空仪表融

合于空调出风口之中，配合

14.6

英寸无框高清中控屏和全球首

创的星际巡航换挡手柄，营造出置身于星际战舰般的科技感。分

体式的中央通道定义了爱驰

U6

无边界中央控制区域，在

2.1

㎡

超大穹顶式全景天幕的辅助下，为座舱空间增添通透之感。

同时，爱驰

U6

搭载德国

Magnat

品牌高保真音响，辅以前

排双头枕音响功能、 同级领先的

NVH

静音表现和无级变色

AI

交互氛围灯，构建了发烧级影音空间。全球首创的自研车载游戏

Project Go

，能够结合驾驶行为和地理位置，呈现出穿梭在不同

年代不同城市中的娱乐快感，让驾驶变得更具趣味性。 此外，车

载游戏中心和内置红白机怀旧游戏，让爱驰

U6

成为专属“ 游戏

天地”，打造沉浸式娱乐体验。

在构建潮玩出行的同时， 智能语音系统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则为用户带来便利的智能出行体验。 爱驰

U6

智能语音系统进一

步优化自然语音交流，具备连续对话、中途打断、语音智驾等功能，

更可自定义车载场景； 搭载的

AI-Cruis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则有

效提升驾驶安全性和便捷性。 此外，还具备交通场景重构、转向灯

控制变道、遥控泊车等辅助驾驶功能，复杂路况轻松应对。

在安全方面，上钢下铝轻量化车身采用航空级连接工艺，以八

环笼式结构及

2000MPa

军工级材料构建安全空间；全球首创的三

明治结构电池包面对针刺试验，热失控控制水平远超国家标准。 在

驾乘方面， 爱驰

U6

搭载自研

AP4000

智能电驱系统， 最大功率

160kW

，峰值扭矩

315Nm

，

0-100km/h

加速时间不到

7

秒；爱驰联

合

Prodrive Automotive Technology

共同对底盘进行调校，有效减

少城市路段行驶的颠簸感， 并提升激烈驾驶时的底盘支撑性。 此

外，依托爱驰先进电池管理系统、热泵空调技术，爱驰

U6 NEDC

工况续航里程可轻松突破

650km

，打消用户里程焦虑。

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文逸报道 ：

“ 我们盼了

6

年的不动产权证终于拿到

手了！ ”近日，上饶经开区青蓝国际小区

业主谢风波、叶真彬冒着高温热浪，满怀

感激之情， 将一面印着“ 知民意解民忧

帮民难得民心”的锦旗，送到了上饶经开

区二级调研员陈文峰手中。 业主们的忧

愁化为感激、渴盼变为现实，得益于上饶

经开区坚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 以学促干、以干促学”，紧紧围绕

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领导干

部拿出抓项目的干劲和韧性， 领衔办理

民生实事。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上饶经

开区切实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动作为学好党史 、 检验成效的重要手

段， 全力解决群众、 企业最关心、 最直

接、 最现实的问题， 努力做到将党史学

习教育学在深处、 干在实处。 加快问题

楼盘化解、 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 大力

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 为企业解决实际

问题、 加快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新建一

批城市公厕……打开上饶经开区“ 我为

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项目清单， 民情

民意扑面而来，

37

项民生实事均由副县

级以上领导领衔办理， 并明确了牵头部

门、 实施单位、 完成时限、 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以及本周进展情况及下周工作

计划， 还有相关图片栏进行佐证。 在梳

理“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项目清

单中， 该区把青蓝国际小区列为问题楼

盘化解缓慢问题， 由党工委书记叶和彬

和二级调研员陈文峰作为领衔领导高位

推动 ， 并明确区建设交通局为责任部

门 。 通过上饶经开区主要领导高位推

动， 协调项目的各大债权人及原施工单

位， 开发企业的股东， 通过资产重组的

方式， 盘活项目， 并通过市场化运营的

方式筹措了

7000

万元资金， 全面恢复

了项目的建设工作， 并积极协调解决已

入住居民办理不动产权证。

“ 这其实就是挂图作战， 我们作为

经开区， 以抓项目的思维举措， 解决群

众和企业的‘ 急难愁盼’！” 上饶经开区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践活动

组组长赖德礼表示。

在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

生项目落地过程中， 该区充分发挥各级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表

率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坚持对标

对表办、 用心用情办、 创新创造办、 攻

坚克难办、 久久为攻办， 实行每周一调

度、 每周一通报的工作机制， 力争高标

准、 高效率、 高质量推进。

通过领导领办、 以上率下， 上饶经

开区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同

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从最突出的问

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

疏痛点、消盲点。 目前，相关领办实事项

目都在积极落实推进中， 上饶经开区还

将紧扣教育成果转化、 不断增强服务意

识，解决企业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

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

37 项民生实事领导领办“挂图作战”

上饶经开区：党史学习教育学在深处干在实处

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文逸报道：

从园区到小区， 从街市到乡村， 从室

内到户外， 上饶经开区掀起了一场全

员参与、 全面发力的文明创建热潮。

经开区主要领导在上饶市创文工作推

进会上的“ 宣言书”， 就是该区干部

群众的“ 冲锋号”。 连日来， 该区深

化部署 ， 动员全区上下力量 ， 整市

容 、 强基建 、 惠民生 、 倡风尚 ， 以

“ 对标评比” 为推手， 打出最强“ 组

合拳”， 不断夯实创文攻坚基础， 坚

定了创文“ 走前列” 的信心决心。

创文工作重长效， 责任落实是关

键 。 据悉 ， 该区建立健全了目标考

核、 动态管理、 责任追究、 群众监督

的工作机制， 将辖区内

147

个点位区

分为

13

个固定点位、

19

个随机点位

和

115

个其他点位， 分别由区班子成

员、 副县级以上领导、 共建单位的科

级干部挂点负责。 相关领导每日轮流

召开现场办公会 ， 持续开展现场督

察 、 现场交办 、 持续复查督导等工

作， 一项一项查问题、 一处一处抓整

改、 一条一条抓达标， 确保创文工作

走在前列。

创文工作重成效， 对标评比是推

手。 该区以考评机制为推手， 严格对

照测评体系和创建要求， 专门成立了

区创文办技术督导组， 由

6

名创文办

督导组成员从每天对

20

个点位进行

现场打分， 党工委班子领导通报前一

天的排名情况， 并研究对策， 做到当

天交办、 迅速整改。 通过强力实施对

标评比， 经开区创文提质增效取得显

著成果： 在

9

月初的上饶市模拟测评

中， 经开区

16

个抽测点位中， 获得

满分的点位达

8

个，

95

分以上的有

5

个。

创文工作重参与， 覆盖宣传很重

要 。 为营造创文上下联动 、 全城参

与、 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该区成立

了

2

支“ 见事管事” 小分队， 聚焦基

础设施建设的“ 硬件” 和文明素养的

“ 软件” 问题， 对主次干道、 店铺商

户、 住宅小区、 商超、 农贸市场等场

所的各类不文明行为现场纠察整改。

同时， 组织全区机关干部开展三次大

规模的入户宣传， 发放宣传单、 环保

袋等用品

4

万余份， 真正做到创文入

户宣传全方位、 多层次、 广覆盖， 切

实把推动创文融入城市建设、 管理、

运营的方方面面。

一项一项查问题 一处一处抓整改 一条一条抓达标

上饶经开区：最强“组合拳” 创文“走前列”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近日， 由《 中国能源

报》与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共同推出的以“ 能源 气

候 环境”为主题的“

202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榜

单” 发布， 晶科能源位列第

8

名。 晶科能源已连续

十年登榜， 并且连续三年位列前十名。

据悉， “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榜单” 是针对

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 盈利能力、 研发创新投入

等核心指标为评测依据， 是衡量全球大型新能源企

业发展规模、 可持续增长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一项权

威排名， 已成为反映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基本特

点、 最新变化和重要趋势的风向标。 该榜单涵盖了

39

个国家及地区的新能源企业， 晶科能源凭借自

身引领行业的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 以及疫情情况

下仍旧稳健的企业运营， 跻身

2021

榜单前十。

作为全球知名光伏产品制造商， 晶科能源构建

了覆盖全球的分销网络， 产品遍布

160

个国家， 截

至

2020

年底， 累计出货量超过

70GW

。 在全球碳

中和背景下， 晶科能源积极开拓全球市场， 挖掘区

域价值潜力， 发挥具有品牌特色的本土化运营战

略， 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新能源解决方案， 引

领产业迈向高纬度发展， 助力碳中和目标早日实

现。

本报讯 王进泉 记

者蔡文逸报道 ： 日前 ，

浮 梁 县 党 政 考 察 团 一

行 来 到 上 饶 经 开 区 调

研 。

考察团一行先后来

到一舟大数据产业园新

展厅、 晶科再倍增项目

组件车间和电池片车间

及爱驰汽车公司冲压 、

焊装、 总装车间等地调

研， 每到一处， 考察团

都认真听介绍、 仔细看

生产流程和产品展示 ，

实地感受上饶经开区浓

厚的工业氛围。 看到厂

房里一派繁忙的景象 ，

机器声轰鸣、 工人们不

停作业， 考察团认为上

饶经开区发展思路清晰

明确， 措施得力 ， 值得

学习和借鉴。

上榜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

晶科能源连续三年挤进前十

为做好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

工作， 进一步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的发生， 从源头上提升学

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日前，上饶交警支队直属经开

区大队走进辖区上饶信工技工学

校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活动，

详细讲解学生应当如何安全步

行、安全骑车、安全乘车等方面的

交通安全知识， 引导学生们在今

后参与交通的过程中要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牢固树立“知危险、会

避险”交通安全自我防护意识。

记者 蔡文逸 摄

交通安全进校园

在爱驰

U5

亚欧穿越两周年之际，

2021

年

ED1000

耐力赛拉开序幕。 曾顺利完成长达

15022

公里超长距

离极限测试的爱驰

U5

在德国柏林参加

ED1000

耐力

赛。在这场长距离测试中，参赛选手全程驾驶电动汽车

从柏林出发， 并在出发后的

24

小时内到达慕尼黑，完

成

1000

公里的测试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