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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看见

在2018广州车展上，观致发布了两款
重磅新车——观致3轿车EV500和观致5
SUV智云互联版，顺应了汽车市场当下的
大环境。

观致3轿车EV500是一款超续航纯电
宽体轿车，基于中国品牌首款获得欧洲新车
碰撞试验（E-NCAP）五星评级的车型观致
3 轿 车 开 发 而 来 。 其 综 合 续 航 里 程
（NEDC）为450km，60km/h等速巡航最高
可达 600km续航里程，百公里能耗仅为
14.5kwh。观致5 SUV智云互联版是观致

“MILE计划”的重点车型。观致5 SUV智
云互联版与普通版车型相比变化不大，最大
的特点就在于搭载了斑马智能网联系统，支
持通过语音控制车内各项功能，以及支持手
机互联实现在线音乐和导航等，进一步提升
了车内的娱乐性。

早在今年上半年，宝能入主观致后提出
了引领未来10年发展的“MILE计划”，涵
盖了多功能化（Multi-functional）、高智
能 化（Intelligent）、新 材 料 化（Light-
weighting）、新能源化（Electrific）四个发
展方向。

今年8月，宝能汽车和博世中国就电动
车系统技术、自动驾驶、车联网签署联合开
发战略协议，观致汽车从中受益，联手国际
巨头，加速新能源汽车开发。在“MILE计
划”下，观致汽车将探索前沿技术并运用于
未来产品开发，加速智能网联的升级与迭
代、新能源车型的规划与落地，推出更多“高

品质”、“智能化”的产品。与此同时，观致汽
车将积极探索未来移动出行解决方案，开发
适用于“多应用场景”的未来交通工具，并加
快无人驾驶等技术在量产车中的应用。

11 月 10 日，宝能汽车与斯洛伐克
AeroMobil公司就多功能飞行汽车项目签
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观致汽车将从中吸
收前瞻、创新科技，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观
致汽车还一直致力于新材料、车身轻量化方
面的研发。

目前，宝能已成立宝能汽车研究院，打
造全球研发体系。依据整车业务就近服务
原则，根据各地的资源优势特征，在国内上
海、西安、广州、重庆、深圳等地分别建立涵
盖整车开发、工程技术、造型、动力总成、新
能源、新技术、智能网联、试制试验等在内的
研发机构，并在美国、意大利、日本建立产品
设计和技术开发的海外桥头堡。据透露，宝
能每年计划拿出100亿用于汽车研发项目。

宝能入局周年

观致5 SUV智云互联版
上市定位中国高端车
2017年12月，宝能集团战略投资观致汽车获得51%股份，实现

对观致汽车的控股，在宝能入局观致周年之际，观致汽车借广州车展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宝能赋能”不仅仅是带给观致经销商网络投
资人信心，还在产品研发、品牌建设、新能源发展等核心领域投入大量
资源，观致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亚马逊中国第五届海外购物节“真黑
五”盛大开启，亚马逊海外购将同步亚马
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大站点的逾
10万超值海外正品尖货，覆盖数千国际
大牌，打造亚马逊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真黑
五全球狂欢盛宴。

据悉，此次亚马逊海外购除了同步四

大海外站点的镇店之宝、Z划算、Z秒杀活
动以外，还全新上线了包含下单折扣和满
减等多重形式在内的限时促销，带来低至
5折的超低折扣。11月 26至 12月 2日

“网购星期一”狂欢周，还将优惠返场，开
启新一轮大促。

重庆晚报记者 杨莲

亚马逊中国海外购物节启动

“烟台那么美，请您来看看。”11月19
日，烟台市旅发委来渝推荐旅游，带来当
地特有的海滨风光景色，并邀请重庆人前
往度假吃海鲜。

记者了解到，为让重庆游客在烟台玩

得更加舒服，烟台旅行社协会专为重庆游
客量身打造了醉享冬季游、鲜美享受、海
岸甄享、好客山东·全景之旅、“烟台+”畅
游生活等三日游至九日游多条经典旅游
线路。 重庆晚报记者 赵帮清

山东烟台邀重庆游客冬游吃海鲜

11月19日，已经连续四年在重庆南
岸举行的国际顶级大赛“2018中国男子职
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简称中巡赛）正式开
赛。上午，来自多个国家的高球选手，别前
往南山和南滨路打卡游览，领略南岸风景。

“在这里看重庆实在太美了”。在一
颗树景区，球员们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

纷纷称赞。选手们还去了南滨路喜来登
前广场、长江索道、弹子石老街等地，并对
长江索道的跨江奇观所吸引，纷纷表示以
后要带朋友前来体验。据悉，近年来南岸
正不断加快旅游发展，提升品质，让前来
的游客玩得更为舒心。

重庆晚报记者 赵帮清

高尔夫巡回赛世界名将南岸打卡

看雪花飘飘 享泰式按摩

重庆首家纯日式温浴迎客
不仅可以体验温浴，还可以享受纯

正的泰式按摩。日前，重庆南山·海昌汤
都正式对外营业，重庆人度假休闲又多
一去处。

据介绍，重庆南山·海昌汤都位于国
家4A级景区重庆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
旁，建筑面积超5000平方米。项目秉承
日本汤浴文化，旨在打造西南地区最精
致、高品质纯日式温浴。涵盖了日式汤
浴、主题SPA、多元餐饮、休憩按摩等服
务，集度假、养生、休闲、娱乐于一体。

重庆海昌加勒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海昌汤都斥巨资引进了日本水处理系
统，将常规硬水转化为软硬度5度以下的
软水。项目由日本设计师进行内装设计，
从前期的店铺规划设计、施工监管、以及
到后期运营，都是日本团队制作完成，具
有浓郁的日式风格。此外，现场还有书
吧、按摩室、饮品大厅、水晶岩盘房、岩盐
岩盘房和降雪屋等，其中降雪屋可以看到
雪花飘飘落落，十分漂亮。

重庆晚报记者 赵帮清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李卓
然）由重庆市妇联主办的“拒绝
家庭暴力，共建美好家园——群
众原创节目展演暨12338妇女
维权热线进社区”活动昨天在

江北区五里店举行，妇女维
权骨干、妇联代表、各界

妇女代表、妇女群众以
及12338热线的法

律专家和心理
咨询专家

等共200余人参加活动。
妇女代表们在活动中发出

“拒绝家庭暴力，共建美好家园”
的倡议，法律专家结合真实案例
现场为社区居民解读了《反家暴
法》和《婚姻法》，社区群众也借
助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通
过模拟、互动等形式，警示家庭
暴力的伤害，提醒理性处理家庭
关系。江北区五里店街道的一
位妇联干部介绍，这样的展演活
动已经是第三次举办了，希望通
过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让群众

了解什么是家暴以及遭遇家
暴后如何维权，尤其是

要让老百姓深

刻认识到，家暴不是“家务事”和
“家庭琐事”，面对家暴要大声说
不。

据统计，自 2015 年 12338
提档升级以来，截至2018年 9
月，共接听电话2104个，其
中维权咨询热线1521个，
心理咨询热线 366 个，
女童悄悄话热线217
个。重庆家暴案件
具“7 多”“6 多”
特点。

重庆家暴案
具“7多”“6多”特点

12338妇女维权热线进社区

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不是家务事，一
定要对家庭暴力说不，可具体要怎么做，许
多受害人并不清楚。记者也就此咨询了市
妇联相关负责人，得到了6点建议，在遭遇
家庭暴力后，要如何积极求助。

1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
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
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2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3 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4 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
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5 对于无家可归的家暴受害者，可
以到家暴庇护所申请庇护，家暴庇护所将
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

6 家暴受害人可以请求工会、共产
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对实施家庭暴
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进行
心理辅导。

据12338妇女维权热线的专家介
绍，从接到的求助中分析，家暴案件分
4种类型，存在“7多”“6多”特点。

1 把女方当“出气筒”型。遭受
家庭暴力的妇女大多没有工作和固定
收入，文化水平低，经济上不独立，对男
方的依赖，从而降低她们在家庭中的地
位，在生活中成为男方的“附属品”和“出
气筒”，无缘故地遭男方打骂；

2 男方有恶习型。部分男性性
情暴躁、自私、缺乏爱心和责任感，当
某些要求达不到满足或家人干涉其酗
酒、赌博、吸毒等恶习时，面对妻子劝
导，男方以施暴压服女方；

3 肢体冲突升级型。部分夫妻
初期在发生肢体冲突时，女方因各种
原因一再忍让，导致男方习以为常、变
本加厉，最终升级为家庭暴力；

4 故意滋事型。双方感情不和
或男方有婚外情，男方出于某些原因
不愿提出离婚，而是通过家暴方式逼
女方主动提出离婚。

重庆家暴信访案件里
这四类最为突出

“7多”

女性受害者多
26至45岁的居多
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居多
初婚的居多
婚龄在6—10年的居多
农民、无业和家庭主妇居多
来自农村的居多

“6多”

男对女施暴的占多数
对身体施暴的最多
造成轻微伤的居多
咨询和请求调解的居多
因为男方有第三者

引发家暴的较多
各级妇联接到家暴

信访件后，协调处理和
自办的居多

如遇家暴
记住这6点建议

家
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