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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克 昂 科 威 S 轴 距 达 到

2779mm， 前 后 轮 距 分 别 为

1610mm和 1613mm，豪华运动的

车身比例兼顾视觉美感和高通过

性。车辆前脸采用贯穿式飞翼格栅

和展翼型 LED日间行车灯，以极具

现代感的横向设计让视觉宽度得以

延展。车侧为雕塑美学型面设计，充

满张力的线条贯穿头尾，并通过 Z

字型特征腰线和 20 吋铝合金轮毂

令运动气质呼之欲出。值得一提的

是，昂科威 S还带来一款限量 S 运

动版车型，配备专属 S 运动套件，

其格栅、外扩轮眉、外后视镜、轮毂

等皆采用酷黑色涂装，与年轻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高度契合。

进入车内，充满韵律感的弧线

横向划过整个驾驶功能区，勾勒出

昂科威S富有层次的内饰曲面。中

控台采用全新非对称样式———黄金

18 度偏置设计，辅以钢琴烤漆饰

板、流线型镀铬装饰与法式同色双

缝线等设计，呈现出独具质感的内

饰氛围。昂科威 S Avenir 艾维亚

车型则沿袭了别克 Avenir 艾维亚

高端子品牌的标志性元素，带来内

外兼修、又极具辨识度的奢华享受。

别克昂科威 S 全系搭载第八

代 Ecotec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

发动机，可爆发出 174kW最大功

率，并在 1500-4000rpm的宽广转

速区间内，持续输出 350Nm 最大

扭矩。凭借 Tripower 可变气门管

理技术，发动机能够在“四缸高性

能”、“四缸经济”、“两缸超经济”

3种模式中智能切换，使昂科威 S

百公里加速时间最快仅为 7.5s、综

合工况油耗低至 7.2L/100km。除

前增强型麦弗逊独立悬架和六点式

全框副车架让操控极限显著提高之

外，昂科威 S还配备了同级唯一的

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加之带液压衬

套的后副车架、铝制转向节等轻量

化设计，进一步优化了车辆的寻迹

性、稳定性和舒适性。

智能全路况四驱系统是昂科威

S Avenir 艾维亚车型的专属配备，

不仅可控制前、后桥扭矩分配，还能

实现左、右后轮扭矩在 100:0-0:

100之间调节，提高驱动能力与行车

稳定性，在转向或激烈驾驶时还可减

少车身横摆，确保行车安全稳健。

作为首款搭载别克 eCloud 智

能云电子架构的车型，昂科威 S 拥

有快速高效的通信与数一处理能

力、全方位的网络安全防护，以及整

车级别的OTA在线更新功能。昂

科威 S首次支持并行刷新功能，即

能够同时刷新多个模块，大幅提升

更新效率。遵循“安全至上”的设计

原则，别克 eCloud 智能云电子架

构为昂科威 S 及后续更多车型构

筑起更高级别的网络安全体系。

此外，新车配备了新一代OnStar

安吉星全时在线助理，涵盖 5 大类

50 多项主要服务，包括强大的车辆

远程控制功能，并提供每年 100G

“OnStar 安吉星 4G车联应用终身

免费流量”服务。

别克昂科威 S 在承袭别克品

牌安全基因的同时，还广泛应用智

能安全科技，成为用户更值得信赖

的出行伙伴。新车高比例配备侧方

盲区预警、车道变更辅助等 12 大

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凭借遍布全车

的 6 个高清摄像头、3 个毫米波雷

达和 12 个超声波传感器，配合稳

定可靠的软件系统，全面扫除视觉

盲区。在整车安全方面，昂科威 S

按照中美双五星安全碰撞标准打

造，采用高标准、高强度结构设计，

车身零件高强度钢材比例达到

75％，特别是A柱、B柱、驾驶员脚
步护板均大面积使用屈服强度达到

1500Mpa的热成型钢材。

别克昂科威 S 着力营造全方

位的高阶驾乘环境，通过由 10 吋

高清触摸屏、8吋高清液晶仪表屏、

HUD 平视显示屏和高清流媒体后

视屏组成的“创新多屏互联”，驾驶

者可以轻松掌控各类信息，获得快

意十足的前卫体验。

别 克 昂 科 威 S 采 用 别 克

QuietTuningTM静音科技，全系标

配ANC主动降噪功能，位于顶衬

的 4 个麦克风可捕捉 40-180Hz

的低频发动机噪音，进而扬声器以

反向声波进行抵消，让座舱更显静

谧惬意。新车在座舱健康领域亦有

独到之处，不仅全系标配空调滤芯

的双区独立全自动空调，高配车型

还支持AQS 空气质量控制系统和

车内负离子空气净化系统，为安全

出行带来全面保障。

随着别克昂科威 S 携全能实

力和创新体验踏浪而来，别克产品

阵营将进一步充实壮大，SUV家族

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别克昂科威

S将与昂科旗、昂科威、昂科拉 GX

及昂科拉一起，以更丰富的阵容和

异彩纷呈的产品型格，与当下消费

者的积极生活态度和多元化用车需

求精准呼应。 (?大卫)

?克昂科威 S?昂科威 S Avenir艾维亚联袂上市
售价 21.99 万元 -27.99 万元

近日，在潮人大咖云集的“云发布”活动上，上汽通用汽车别克 SUV

家族迎来新成员， 全新时尚运动 SUV 别克昂科威 S 与昂科威 S Avenir

艾维亚正式上市。 其中，别克昂科威 S 共推出 3 ?车型，售价 21.99 ?元

–25.99 ?元；昂科威 S 艾维亚售价 27.99 ?元。 作为别克品牌最新全球

战略车型，昂科威 S 基于通用汽车中型豪华 SUV 架构打造，汇聚全球优

势资源开发 ， 率先搭载别克 eCloud 智能云电子架构 ， 以潮·动美学

（Stylish）、全能驾控 （Sporty）、生态互联 （Smart）、全域安全 （Safe）、全感舒

适（Satisfying）的全能实力，与乐享生活的年轻精英一同演绎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活出漂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应急响应机制启动、大规模核

酸检测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

溯源紧张开展……青岛疫情的发

生，不仅给青岛市带来诸多挑战，也

给其他城市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

秋冬季疫情是否会再次暴发？

当前全国疫情风险几何？个人如何

做好防护？围绕公众关心的问题，中

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

友作了解读。

目前，青岛市已采取措施力保

16 日前完成覆盖全市 1100 万人

的全员核酸检测。吴尊友指出，大规

模核酸检测为了解疫情规模提供了

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根一目前核

酸检测结果和其他疫情信息分析，

青岛疫情病例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

在青岛市胸科医院。

一青岛市方面消息，针对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出租车司机邵某某，

青岛市已经追踪到全部密切接触者

52 人。吴尊友认为，当下青岛疫情

防控的关键在于按规定对邵某某的

密切接触者进行认真排查。是否还

有密切接触者没有追溯到？密接者

提供的信息是否能确保准确？这都

是疫情防控中的重要问题。

吴尊友同时指出，根一目前流

调和核酸检测进展等信息来看，此

次青岛疫情并非秋冬季疫情暴发，

也和十一长假没有明显关联。

对于青岛疫情是国内第几波疫

情的疑问，吴尊友指出，如果把全球

作为一个地球村来看，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仍然还是第一波。他说，从年

初以来，全球疫情走向是一路上扬

的：3月下旬，全球每日报告数突破

5万；到 5月下旬，全球每日报告数

突破 10 万；7月初，每日报告数突

破 20 万；进入 9月份以后，有多个

单日报告数突破了 30 万；进入 10

月份不到半个月，已有多个单日报

告数突破 35 万，且出现单日报告

数创下 38 万的新高峰。从 1 月份

到 10 月份的疫情病例曲线图几乎

是直线上升的过程，所以说全球疫

情还是第一波。但是，新冠肺炎疫情

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流行方式，有

的国家疫情病例数曲线持续上扬，

有的在疫情缓解以后又出现上升趋

势。

吴尊友指出，从全球疫情来看，

全球仍然处在大流行的高峰期，尤

其是单日发病数还在上升的情况

下，我们就更不能放松。除目前已有

的防护措施外，各地还应注意以下

几个风险点的防控：

从院感防控角度来讲，应注意

病区隔离，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吴尊

友说，对于在收治境外输入病例的

同时也为社会上其他患者提供服务

的医院，要注意接诊新冠肺炎患者

和其他患者的病区必须有严格的划

分，一些大型医疗设备使用方面也

要注意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收治

确诊病例的病区最好应该是隔离

的、独立的，大型医疗设备不应该交

叉使用，而且对于病房和仪器本身

应有定期的消毒措施。

从境外输入方面来讲，还应注

意冷冻食品输入造成新的感染风险。

吴尊友指出，冷冻食品运输、储存、销

售等环节都要注意病毒检测和从业

人员防护措施，以免出现北京新发地

和大连疫情那样的情况。对于冷链产

业环境监测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不

应少于一周一次，这样才能把疫情风

险及时扑灭在萌芽状态。

从实验室防护方面来讲，要按

规定做好实验室操作。“各地疫情

防控的闭环是否真的全封闭、是否

还有隐患，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查漏

补缺。在青岛出现新感染病例后，其

他地方也不能打包票，所以一定要

将有关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进一步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大检

查、大排查。”吴尊友说。

一了解，今年十一期间，青岛市

接待旅客近450万人次，一些地区

和单位已经开始排查十一期间出入

青岛市的人群。这些人是否需要全部

隔离或进行核酸检测？吴尊友说，游

客全部隔离、接受核酸检测没有必

要。从目前检测情况来看，青岛市病

例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对

绝大多数国庆期间到青岛旅游的游

客来说，应该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局

部范围的患者。但如果到了医院所在

区域，或乘坐出租车的人群就要引起

注意，要核对一下是否是新冠肺炎患

者提供的出租车服务。对于其他旅客

来说，没有必要过度担心。如确实担

心，可主动到医疗机构做核酸检测。

吴尊友也指出，目前我们要继

续保持常态化防控意识。常通风、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仍很重

要。在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口罩相当

于普通老百姓的“标配”，公众应随

时准备口罩，在人员密集的地方、通

风不够好的地方，都要坚持戴口罩。

“公众一定要做好呼吸道传染

病的防控，采取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防止新冠肺炎的

流行，对于预防流感等其他呼吸道

传染病也是非常有效的，是保护个

人卫生和身心健康的非常好的方

法。”吴尊友说。

秋冬季疫情风险是否加大？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解读青岛疫情：规模范围有限，非秋冬季疫情暴发

青岛市胸科医院院长被免职
市卫健委主任被停职

新华社青岛 10 月 15 日电

记者从 15 日举行的青岛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青岛市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邓凯被免职，接受进一步调查；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隋振华被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