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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4月10日下
午，长安福特全新一代福克斯在重庆举行
全球同步首发活动。同时，长安福特也发
布了福特新福睿斯，并确认将继续生产现
有的福特福克斯两厢车型，以充分满足中
国中级车消费者对车辆和价格的细分需
求。

本次新福克斯推出的是三厢与两厢
车型，其定位在现款车型上有所提升，具
体价格将在接下来的北京车展上公布。

新福克斯定位更高

新福克斯采用福特最新的家族式设
计，外观整体更具朝气与运动感。其两厢
版车型更为圆润，三厢版车型线条则更流
畅，除了格栅尺寸有所增大外，全新的大
灯也配备了LED光源和日间行车灯带。
内饰方面采用的是与全新嘉年华相同的
布局设计。

根据此前资料，新一代福克斯车身、
轴距对比现款均有小幅加长，提升了后排
空间，强调家庭需求功能。长安福特官方
人士也表示，全新一代福克斯的定位将有
所提高。

动力方面，新一代福克斯搭载1.0T以
及1.5T涡轮增压发动机与8速变速器，车
内独立式的大尺寸中控屏也非常符合当
下潮流。值得一提的是，新车内后视镜加
设了USB充电口，方便车主使用行车记录
仪，此外车内还加装了过滤PM2.5的空气
净化系统。

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强大

新一代福克斯的另一大亮点，是其搭
载的 Co- Pilot360TM 智行驾驶辅助系
统。除了一键泊车、ACC全速自适应巡
航功能外，其提供的智能领航辅助功能，
可以保证车辆安全行驶在车道中间，避免
疲劳驾驶所带来的风险。

此外，上述系统还有带行人识别

的智能感应制动保护功能，在感应到
与前车或行人即将发生碰撞时可自动
刹车，提升行车安全。智能交通标志
识别功能也非常实用，可以在驾驶员
没有留意到限速或禁止超车标志时，
避免违章。

据了解，除了陆续推出两厢、四门三
厢版及五门旅行版外，新福克斯还将衍生
底盘更高的Active车型、2.0T车型及插
电混动版。

从2005年长安福特福克斯国产版正

式亮相以来，直到2015年，福克斯总共经
历了几次大变样：2006年推出两厢，2008
年进行了中期改款，2012年推出第三代
国产版。

在市场表现方面，也同样经历了几个
主要阶段：2009年国内产量达40万辆，
2012年在华累计销售100万辆，2015年
在华销量突破250万辆。

到了2018年，福克斯又迎来大变样，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福克斯这次换代升级
能够成功激起市场又一轮消费欲。

新福睿斯燃油经济性大幅提升

当天同时亮相的，还有新款福睿斯以
及新一代福克斯STline运动版，其中新
福睿斯是一款专为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
而设计的车型，其基于福特汽车著名的全
球中级车平台打造，拥有精致设计、乘坐
空间舒适、安全性出色等优点。

新福睿斯以雕塑感作为整体外观设
计核心，充分将外轮廓的几何性、内部的
体积和整体的力量相结合。内饰方面，新
福睿斯采用了3D立体感的新仪表盘设
计，让驾驶者对信息一目了然，升级后的
中央滑动扶手有效提高了前排乘坐舒适
度，后排座椅采用可调式头枕、靠背、行李
架无缝衔接形成一体化设计，可为乘客提
供舒适的乘坐姿势。

新福睿斯提供两款发动机供消费者
选择：一款为首次搭载于新福睿斯之上屡
获殊荣的1.0升EcoBoost发动机；另一
款为全新的1.5升Ti-VCT发动机，比上
一代发动机更轻、更强劲、更高效。搭载
1.5升Ti-VCT发动机的车型，最高可实
现16%的燃油经济性提升。这两款发动
机配备6速 SelectShiftTM自动变速箱
或新型6速手动变速箱。

新一代福克斯STline运动版则采用
了更低的底盘与大量黑色部件，并有多款
新的性能发动机可供选择。

除了发布新车型以外，福特当天还宣布
了“中国2025计划”。根据该计划，在2025
年之前，福特将在华推出50款新车型，其中
包括8款全新SUV和15款电动车型。

全新一代福克斯在重庆举行全球首发
2025年之前福特将在中国推出50款新车型

新一代福特福克斯。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4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中区文管所获
悉，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城墙及城门保护工
程正式启动。工程计划年底完工，届时市
民可在修复后的城墙顶部漫步，感受重庆
古城墙的沧桑之美。

修复后展现沧桑之美

渝中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段
城墙位于渝中区望龙门四方街太平门大
码头一带。城墙年代涵盖南宋、明、清多
个时期。经考古发现的太平门古城门是
太平门的内城门，门额上曾有“拥卫蜀东”
四字，门洞内部高5.1米、宽4.4米。曾刻
有“太平门”三字的外城门，即瓮城城门，
早已不见踪影。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如今两
门之间的城墙残长约546米，包括露明城
墙6段约482米，掩埋城墙4段约64米。
在今年太平门的保护工程中，外城门将在
距内城门40米左右的地方复建。目前太
平门及城墙已被钢板遮住，以减轻风雨对
墙体的侵蚀。

渝中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破
坏程度较轻的墙体，将进行清洗和防风化
处理；对破坏程度较重的墙体，则要用锚
杆做加固处理，局部进行修补以保证墙体
牢固。“建好之后与城墙景观和谐共生，展
现沧桑之美。”这位负责人说。

此“门”有很多“门道”

重庆日报记者查阅文献资料了解
到，重庆母城“九开八闭”17座城门中，一
开一闭相间排列，但在储奇门和金紫门

之间无闭门，以合八闭之数。在储奇门
和太平门两座开门之间，为闭门人和
门。值得一提的是，开门都比闭门大，比
如人和门高约4米、宽2.6米，较太平门
要“娇小”很多。

站在人和门前，可以发现闭门仅具有
门的形态，不具有门的功能。“门”的内部
被条石塞满，并不能通往城里。开门就不

同了，当年穿过太平门，就是重庆城最繁
华的四方街和白象街。

目前有4座城门保存较好

重庆市文物局副局长白九江说，重庆
目前保存较好的有4座城门，即东水门、
通远门、太平门、人和门，其中只有人和门

为闭门。白九江介绍说，东水门和通远门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平门和人和
门也得到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白九江说，除了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城
墙及城门保护工程，重庆今年还将重点推
进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红岩联
线革命文物保护、大足石刻卧佛修复等工
作。

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城墙及城门保护工程启动
计划年底完工，届时市民可在城墙顶部漫步

本报讯 （记者 杨艺）穿戴上一套
VR设备，便可进入虚拟世界，并通过人体
姿态控制联动虚拟角色的动作及行走——
在最近大火的电影《头号玩家》里，这样的
场景让不少人大呼过瘾。

4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合创新业
（重庆）硅谷国际孵化器，也看到这样一群

“头号玩家”。他们打造出全球首个用全
身姿态控制VR体验的人机交互系统。

花5年打造出“势能反应舱”

这群“头号玩家”平均年龄不到30
岁。他们用5年时间打造出一套人机交

互设备“势能反应舱”，体验者可以通过穿
戴设备在虚拟世界行走、跑步、跳跃、射击
甚至飞翔。

在VR体验区，重庆日报记者看到，
这些“势能反应舱”为一个个体积约6立
方米的金属材质机舱，充满未来科技气
息。记者站在舱内，戴上VR眼镜，穿好
势能盔甲，手持游戏手柄，进入了一款名
为《守护农场》的游戏。

游戏中，记者可通过“势能力臂”控制
方向和行走，通过角色扮演在游戏中行
走、躲避、跳跃、射击，还可以和朋友线上
联机协作共同击退入侵者。

这项技术居VR行业领先水平

重庆梦神科技创始人兼CEO冯博
解释，该“势能反应舱”是利用外骨骼势
能盔甲捕捉人体姿态，来联动VR世界角
色动态的体验终端，它能提供更加自然、
安全的人机交互感，带来浸入式的VR体
验。

“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达到电影中的
效果，但体验者已经能通过身体姿态操控
移动方向，通过手势与动作联通虚拟世

界，实现VR真正意义上的人机交互。同
时，势能反应盔甲内置能模拟中弹、碰撞
的力反馈，带来更加真实，超越传统VR
的体验感。”冯博说。

据悉，目前“势能反应舱”技术在整个
VR行业都是领先水平，其虚拟现实体验
设备及控制系统等已获得数十个独创专
利。

全球领先的系统是这样炼成的

为何全球领先的VR系统会出自一
群重庆玩家之手？

冯博的专业是电影特效，曾和《金刚》
《我是传奇》《后天》等好莱坞大师原班团
队一起合作参与院线级电影的特效制
作。2013年，冯博与大学实验室合作，创
建了早期蛋壳形态VR商业样板，积累了
大量经验。2015年，冯博正式成立梦神
科技，聚焦研发人机交互解决方案。

同年，他们通过开设线下体验店，为
VR人机交互综合解决方案收集到数十万
用户的真实使用数据和反馈。

“基于这些数据，我们再有针对性地
开发产品”，冯博说，梦神打造的“势能反
应舱”具有360度全沉浸式的人机交互形
式，这也是他理想中的VR必备特质。

去年，他们已完成Pre-A轮融资，目
前势能反应舱2.0研发已完成，公司正筹
备A轮融资计划。预计2019年，公司研
发的3.0全新版本的人机交互系统将上
线。

重庆玩家打造出全球领先的VR系统
可以通过穿戴设备在虚拟世界行走、跑步、跳跃、射击甚至飞翔

图①：太平门至人和门段城墙及城门保护工程效果图。
（渝中区文管所供图）

图②：俯瞰太平门。
图③：人和门上长满野花。 见习记者 赵迎昭 摄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4
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18中国重庆丰都庙会
将于本月18日在丰都盛大开幕。

丰都庙会是丰都旅游一年一
度的盛会，每年都会吸引百万游
客前往。今年的丰都庙会为期五
天，将以“唯善呈和，感恩祈福；文
旅盛会，百姓节日”为主题。

据了解，本届庙会一共设置
主题活动 4类 41项，除花车巡
游、小官山古民居民俗文化体验
展等传统民俗活动外，还新增了
中国西部动漫文化节丰都庙会主

题展、街舞比赛、“夜游鬼城”等。
“‘夜游鬼城’无疑是今年庙

会最值得期待的重磅项目。”丰都
县相关负责人说，届时，名山景区
将通过现代高科技立体成像技
术、全息3D投影、360度全息投
影及特制音效等手段，全面展示

“鬼城”的历史文化和神话故事。
今年庙会期间，组委会将继

续为广大游客开通免费动车，游
客可在4月18日至22日间，每天
上午乘坐由重庆北站北广场到丰
都站的D6114列车抵达丰都，晚
上再从丰都站乘坐D6113动车
返回主城。

2018丰都庙会18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韩毅）为切
实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近期我市
开展旅游市场“利剑行动-1”，以

“四黑”（“黑社”“黑车”“黑店”“黑
导”）为重点，开展“不合理低价
游”、在线旅游企业违法经营、“一
日游”“两江游”“三峡游”“出境
游”等整治行动。

市旅发委4月10日介绍，本
次“利剑行动”是按照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及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部署，精确锁定旅游市场秩序
中的重点问题和目标，检查旅行
社、分社及服务网点87家，检查
旅游团队56个、导游（领队）50余
人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线索28
起，立案调查11起，对央视“3·15”
晚会曝光的两家店铺进行现场检
查，会同工商部门对曝光店铺柜
台进行了查封，达到了“通报曝光
一批，教育震慑一片”的效果。

据悉，去年，我市旅游投诉中
心依法受理各类旅游投诉案件共
620 件，同比下降 39.22%。其

中，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来件474件，同比下降40.23%。
全市旅游市场和旅游安全环境持
续向好。

但仍不容忽视的是，少数景
区、酒店服务质量不高、脏乱差等
问题依然存在，组织“不合理低价
游”情况依然潜伏，“一日游”“两
江游”“三峡游”中购物店欺客宰
客、同团（船）价格悬殊过大等带
来的投诉仍然较多。此外，个人
和社团组织（商会、老年协会、“坝
坝舞”团）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
部分旅行社租用“黑车”等问题呈
高发态势。

今年，我市将从加强旅游安
全责任体系建设、完善旅游安全
制度体系建设、强化旅游安全监
督执法检查、狠抓旅游安全应急
能力建设、夯实旅游安全保障基
础等五个方面，以“零容忍”态度，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促进旅游市
场持续向好，增强市民和游客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我市开展旅游市场“利剑行动”
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等行为

人机交互设备“势能反应舱”内部。 记者 杨艺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4
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
国债下乡宣传活动”中获悉，重庆
正通过创新国债发行模式，为农
村地区国债销售分配一定额度。

国债具有安全性高、起买点
低、收益较高、涉及面广等优点。
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日益
增长，购买国债正逐步成为他们
投资理财的重要方式。

鉴于此，重庆创新构建“规模
切块+竞售”的国债发行模式，建
立农村地区国债销售保护机制。
目前，重庆农商行已开发出具有额
度区域切块功能的国债交易系统，
可确保凭证式和电子式国债均能
专门面向农村地区切块销售。

重庆农商行相关负责人透
露，“切块+竞售”模式下，该行根
据其国债代销总额度和每家支行

的实际情况，给各个区县分配销
售额度。这样，投资者争抢国债
的现象就仅仅局限于一个区县之
内，大大降低了抢购难度。当地
农村居民，则可通过全市各个乡
镇的重庆农商行营业网点去购买
国债。

今年3月 10日，在2018年
第一、二期储蓄国债（凭证式）国
债发行首日，“切块+竞售”模式
在重庆正式实施。重庆农商行、
建行重庆市分行和工行重庆市分
行等优先向三峡库区、大巴山区、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偏远地
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
县和新农村建设示范地区的24
个区县切块发售4610万元，较好
地满足了农村地区居民的投资理
财需求。其中，仅重庆农商行就
发售了3770万元。

重庆专为农村地区分配销售额度

农村居民买国债更方便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贾志劼 机构编码：000018500100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经玮大道333号1幢、2幢裙楼3-12、3-13、3-14、3-15、5-12、5-13、

5-14、5-15、6-9、6-10、6-11、6-12号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经玮大道333号1幢、2幢裙楼3-12、3-13、3-14、3-15、5-12、5-13、

5-14、5-15、6-9、6-10、6-11、6-12、18-1、18-2、18-3、18-4号房屋
成立时期：2006年07月18日 邮政编码：400042 联系电话：023-68690739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

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
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
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3月22月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高太文
机构编码：000026500105
机构住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82号D1-5-1
成立日期：2008年03月31日
邮政编码：401147 联系电话：023-6543838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

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3月0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记者 王翔）4月
10日，重庆市第30个爱国卫生
月活动在巴南区启动，机关、企事
业和居民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动
员人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
家庭做起，爱护环境卫生、培育良
好卫生习惯、推广健康生活方式，
共同打造健康家园。

据介绍，第30个爱卫月主
题是“关注小环境 共享大健
康”，在持续一个月的活动中，各
地将开展卫生整洁、疾病防控、
全民健身、卫生知识普及等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爱卫活动，让
市民的居住环境更美好，生活更
健康。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后，巴南

区就结合国家卫生区的创建，开
展了系列爱卫活动。李家沱街道
的上千干部群众和志愿者走街串
巷，开展卫生大扫除，对车站、农
贸市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
的垃圾进行清除；万达广场的分
会场处，“万步有约”活动正式启
动，来自各部门镇街的数百名参
与者一起“健步走”，以实际行动
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

同时，巴南区还开展了义诊
义检、儿童绘画展示、居民“变废
为宝”创作成果展示等活动，吸引
更多市民加入到爱环境、讲卫生、
健康生活的队伍中，从我做起、从
身边做起、从家庭做起，共同打造
健康家园。

我市第30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