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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2月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自明年1月1日起我市将实行国六
油品标准，全面供应符合国六标准的汽
柴油，同时取消普通柴油，实现“车用柴
油、普通柴油、部分船舶用油”三油并
轨，油品不会因质量升级而提高售价。
此外，汽车国六排放标准也将于明年7
月1日起实施。

未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
车也可加国六油品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国制定的燃油标准从国一到国六，分别
指的是标准的第一阶段到第六阶段，数
字越高，代表油品越清洁环保。实施国
六标准油品，是我市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国
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号）有
关要求的重要举措。

国六汽柴油相比国五油品来说，不良
组分含量低，使用后能有效减少发动机积
炭，大大降低对车辆和机械的损害。换
加国六油品也非常简单，车主们无须专
门清洗油箱油路，只需选择和车辆相匹配
标号的油品，即可完成自然过渡。

那么国六排放标准以下的车辆可
以使用国六标准油品吗？答案是肯定
的。该负责人介绍，国六排放标准的车
配上国六的油品，尾气排放可以达到最
佳状态。而未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车
加国六油品也不会产生副作用，因为油

品标准升级意味着油品更清洁。
按照我市相关工作安排，目前全市

储油库和加油站已完成国六油品置换，
车主加油时可以关注加油站公示的油
品标准情况。

据介绍，实行国六油品标准，实现
三油并轨后，并不会因油品质量升级而
提高售价。

明年7月 1日起实施汽
车国六排放标准

随着油品提质，明年7月1日起我

市还将实施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对于
已经购买并注册登记的在用车车主，只
要汽车在年审时能正常通过尾气定期
检验，就可以按规定使用。国家今年9
月出台了新的在用车排放标准（2019
年5月1日起实施），加严了尾气排放限
值，柴油车还增加了氮氧化物排放限值
要求，车主需及时排除车辆故障，按使
用说明书的规定做好车辆的维护保养，
配有尿素罐的柴油车需定期加注车用
尿素，确保排放达标。

对于已购买国五排放标准新车还

未上牌的准车主，应当在2019年6月
30日前完成注册登记手续，2019年7
月1日后，未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新车
将不能进行注册登记。

需要查询新生产汽车排放标准的
市民，可查看随车配备的《环保信息随
车清单》或扫描《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上
的二维码进入环保信息公开平台进行
查询。

国六新车标准增加了排
放质保期的要求

国六排放标准汽柴油指标全面达
到欧盟现阶段车用油品标准水平，个别
指标甚至超过欧盟标准。相比现行国
五标准，其颗粒物排放降幅可达10%，
非甲烷有机气体和氮氧化物总体上能
够达到8%至12%的排放削减率，柴油
车氮氧化物排放可下降4.6%，颗粒物
下降9.1%。

国六新车标准是对国五标准的升
级，相对于国五来说，其对尾气排放要
求更加严苛，是全球最严格的标准。
国六新车标准还增加了排放质保期的
要求，如轻型汽车在3年/6万公里内，
如果车辆排放出现相关故障和损坏，
导致排放超标，汽车生产企业需要承
担相应的维修和零部件更换费用，切
实保障了车主的权益。此外，该标准
还将引入远程车载诊断系统（OBD），
全面提升对车辆排放状态的实时监控
能力，能够及时发现车辆排放控制功
能故障，保证车辆得到及时和有效的
维修。

元旦起重庆实行国六油品标准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2月
27日，西宁市旅游局来渝举办“绿
水青山·幸福西宁”冬春季旅游推
介会，推出“感恩冬日·惠民之旅”，
多个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推介会上，西宁市推出了“感
恩冬日·惠民之旅”，多个景区实行
门票优惠。其中，塔尔寺景区门票
即日起到明年3月31日优惠价40
元/张（旺季票价 70 元/张），老爷

山景区即日起到明年4月15日优
惠价15元/张（原价 30 元/张），丹
噶尔古城即日起到明年4月14日
通票价40元/张。

此外，对从外省组织自驾游车
队赴西宁或落地租车自驾的团队，
该市还将对组织方进行奖励，单次
规模达到10辆车以上（含 10 辆）
奖励2万元、单次规模达到30辆
车以上（含30辆）奖励8万元等。

西宁多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快读

据新华社沈阳 12 月 27 日电
2018年12月27日下午，辽宁省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
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受贿、强迫
交易、内幕交易案，对被告人马建以
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
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内幕交
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对马建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和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马
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鉴于马建案的犯罪事实、证据
涉及国家秘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2018年8月16日依法对该案
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经审理
查明：1999年至2014年，被告人马
建利用担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等
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形成的便
利条件，为郭文贵（在逃）及其实际
控制的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后
更名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等
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等事项上
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
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9
亿余元。2008年至2014年，被告

人马建与郭文贵共谋，分别指派人
员采取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迫他人
转让公司股份、放弃优先购买权及
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实现政泉公
司控股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2013年，被告人马建非法获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民族证
券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后，指
使其亲属购买方正证券股票，后卖
出获利共计4929万余元。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马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强迫
交易罪和内幕交易罪。被告人马建
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
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严重侵
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帮助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强
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
劣；利用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证
券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均应依法惩
处。鉴于马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
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及内幕交易
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
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
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马建的近亲属、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
众50余人旁听了公开宣判庭审。

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
受贿、强迫交易、内幕交易案一审宣判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2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印发《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办法（试
行）》。《办法》是《组建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框架方案》的配套政策，是规
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
录工作的部门规章，对消防员招录条件
与范围、招录程序、纪律与监督等作了
规定。

《办法》规定，消防员招录工作实行

计划管理，严格招录标准，坚持公正公
开、平等自愿、竞争择优的原则。由应急
管理部统一部署，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成
立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进行政策指导和提供服务。

《办法》明确，消防员面向社会公开
招录，主要从本省级行政区域常住人口
中招录，根据需要也可面向其他省份招
录。消防员招录对象应具备的基本条
件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
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

会主义制度，志愿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年龄在18周岁以上、24周岁
以下，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和
心理健康，品行良好等。大专以上学历
的毕业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
兵、政府（企业）专职消防队伍中符合条
件的人员可以优先招录。具有大学本
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年龄可放宽至26
周岁；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
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还可进一
步放宽。

《办法》规定，消防员招录按照宣传
动员、组织报名、资格审查、体格检查、
政治审核、体能测试和岗位适应性测
试、心理测试和面试、公示、录用等程序
组织。新录用消防员将参加为期一年
的入职培训，培训合格的正式签订接收
协议，工作5年（入职含入职培训期）内
不得提前离职。非正当理由提前离职
的，今后不得参加国家公职人员招录
（聘），并记入公民征信系统。消防员招
录工作坚持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
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对招录过程中有
违规行为的招录单位、工作人员和招录
对象，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根据《办法》，应急管理部近期将对
消防部队转制后首次招录消防员工作
作出部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印发《办法（试行）》

消防员面向社会公开招录

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将于明年7月1日起
执行，届时未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新车将不能
注册登记

2019年7月1日起我市新车注册登记必须达到国六排放标准。（本报资料图片）

好看又好开的“潮流新物种”

广汽丰田C-HR越级而来
作为丰田全球战略SUV，C-HR

已风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
受年轻族群青睐。如今，这款“潮流
新物种”由广汽丰田导入国内，并已
于今年6月正式上市。它“潮”感十
足、“帅”气逼人，拥有超强“攻击力”，
已成为富于创意与活力90后的爆款

“潮牌单品”。作为TNGA架构下首
款SUV车型，广汽丰田C-HR汇聚
TNGA架构最新潮流设计和尖端科
技，旨在为驾乘者带来前所未有的炫
酷、驾趣与安全体验。

C-HR进入中国后，不仅依靠自
己的产品力，还凭借其潮流的营销方
式，逐渐改变着国内的潮人世界。4
月，在北京车展上惊艳亮相，以高度
还原概念车、充满科幻感、轿跑感的
造型，颠覆国内潮人想象；5月，C-
HR开始和NPC合作，并以8倍大车
模巡回打卡全国各大潮流商圈，以自
身惊艳，打造独特的网红打卡地点；6
月，正式上市，以潮流时尚走秀的形
式，结合VR黑科技展示产品，并邀
请李晨到场主持，以年轻潮流的属
性，将C-HR正式带到公众面前。

不仅如此，在广汽丰田C-HR上
市发布的同时，C-HR X NPC第一
批联名产品也正式开售，包括T恤、
帽子、手机绳，引起潮人共鸣，出货量

已经超过3000件。
C-HR X NPC第二批联名产

品也将在本月圣诞期间上市，本次发
售的第二季联名卫衣将以C、H、R为
首字母延伸出3个单词——Charm-
ing（吸引力）、Hot（流行）、Reliant
（可靠），以此象征和C-HR有共同特
征的弄潮儿。

Charming（吸引力）
——立体钻石雕刻活力稳健的
SUV车姿

C-HR在外观造型和内饰设计
上，实现了对概念车C-HR Con-
cept的“神还原”：新潮运动、个性炫
酷、科技豪华、速度感爆表。车身设
计以“Sexy Diamond”钻石图案为
主题，拥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耀眼设
计。采取充满肌肉感的造型，打造出
上身紧凑，下身充满力量感的独特车
身比例。

LED 扫光式前转向信号灯采用
丰田首创设计，呈直线大幅延伸开来，
接收到转向信号时，其12颗LED由
内向外依次点亮，激情炫丽，不显自
彰。得益于灵动比例车身设计，C-
HR侧影匀称、紧凑、得体。采用了新
潮的悬浮式车顶设计，使视觉重心更

低，给人以灵巧轻快的动感。隐藏式
后门把手设计，巧妙地将后门把手设
置在车顶和角窗柱的分隔区域内，营
造悬浮效果，带来双门跑车般视觉冲
击。同时，尾部采用双尾翼设计，打造
强劲有力、独具一格的新潮感，秒杀采
用造型普通单扰流板的同级竞品。

此外，个性而又选择丰富的车身
颜色是C-HR的一大亮点，采用“性
感”+“速度”+“撞色”的色彩设计理
念，用流光溢彩的性感造型，加上凸
显车辆造型和气魄的金属感，为追求
个性的顾客量身打造专属的潮流配
色。C-HR全系拥有 11种车身颜
色，其中，碧玉蓝和柠檬黄为广汽丰
田C-HR专属车身色。行驶在繁华
的都市街头，高颜值的C-HR总是格
外吸引眼球。

Hot（流行）
——车随心动平稳舒适的驾驶
性能

为了让驾驶者尽情体验这款“潮

流新物种”随心所欲的驾驶乐趣，C-
HR搭载全新开发的TNGA动力总
成——2.0L Dynamic Force En-
gine发动机，采用高速燃烧技术、D-
4S双喷射系统、电动连续可变气门
正时机构 (VVT-iE)、可变冷却系
统以及冷却废气再循环系统（EGR）
等领先科技。是全球C-HR中率先
搭载，同时也是中国车型首次搭载，
具备极为优秀的热效率和动力表现，
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为5.7升，为同
级最低油耗。

与之相匹配的是丰田最新研发
的带齿轮传动机构的全新 Direct
Shift-CVT变速箱，可模拟10速换
挡模式。具有小型化、轻量化特点，
采用了多项世界前沿技术，使燃油经
济性、动力性能、操控性与静谧性得
到极大提升。无论低速高速，都能让
驾驶者时刻感受“迅捷且平顺”“快速
换挡”、“高提速低燃油”的驾驶乐
趣。值得一提的是，C-HR采用的麦
弗逊式前悬挂和双叉臂式后悬挂，与

第八代凯美瑞拥有相同基因。

Reliant（可靠）
——感性与科技成就先进的豪
华感

C-HR的内饰秉承“Sensual-
Tech”设计理念，采用钻石纹理装
饰，精心营造出深邃的内饰氛围和高
科技感，凸显成熟性感的产品魅力；
并提供能够集中精力驾驶的全新操
作空间，打造兼具实用性和一体感的
先进豪华感。

其中，组合仪表采用丰田最新双
炮筒式设计，中央位置配备 4.2 英
寸 TFT 多媒体显示屏，组合仪表表
面上蓝色放射状线条点亮时，未来感
十足。仪表板上方到车门的装饰板
采用软垫连接，拥有良好的触摸感和
质感；中央显示屏到车门装饰板无缝
连接，尽显优质感和舒适感。前排座
椅采用高端运动型斗式座椅设计，兼
具支撑性与运动感，使驾驶者在远途
驾驶中不易疲劳。后排座椅则为丰

田最新研发的分离式后座，可6:4分
离前倾，不仅实现对车内空间的灵活
运用，更易于调节座椅布局，便于安
装儿童座椅。

C-HR的车内空间极具个性，
既是“自由宽阔的空间”又是“可专
注驾驶的空间”。其车身尺寸为：长
4405毫米×高1565毫米×宽1795
毫米，轴距2640毫米，能带来宽敞
舒适的车内乘坐空间，在同级中具
有明显优势。此外，C-HR在储物
空间的设计上同样巧妙。仪表板中
央底部配备带USB端口的托盘，用
于存放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行李
厢底板侧饰板内均设有带盖的储物
箱，可容纳一个9.5英寸的高尔夫球
袋；后备箱容量为316升，满足日常
所需绰绰有余。

C-HR全系标配十个气囊，优于
一般标配6个气囊的同级竞品，具备
更为全面的立体保护层；并首次在副
驾驶席搭载（同级车中罕有配备）座
椅座垫气囊；C-HR还搭载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套装，包括
PCS预碰撞安全系统、LDA车道偏
离警示系统、AHB自动调节远光灯
系统和DRCC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
统，全面提升行车安全性；并全系标
配多项电子辅助主动安全系统，配置
之丰富远超同级竞品。

为了让年轻族群更轻松拥有这
款潮流利器，广汽丰田还特意为C-
HR量身定制一步到位的专属金融套
餐，包括3年0利率，即超长达3年免
息期，仅需按期还本金，月供仅2164
元无压力；另有超低首付0利率、低
利率、低月供产品任选等多种超值方
案，全面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
求。

不仅如此，下载丰云行APP或
在广汽丰田丰云惠商场参与互动更
有机会获得1000元礼品卡、潮物礼
品、精美试驾礼品。并且现在广汽丰
田C-HR国六排放标准车型也已开
始供应了，大家敬请关注。

廖咏雪 图片由广汽丰田提供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7日联合发文明确，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符合规定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但自2022年1月1日起，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根
据通知，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
股权激励，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也不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 （据新华社）

2022年后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当年综合所得缴纳个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