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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东风标致 408 自上市以来， 凭借出众的
“T+STT”动力系统、卓越的安全品质以及舒适的
驾乘空间，成为国内中级家轿市场主流车型之一。

9 月 15 日，2018 款东风标致 408 “智”
“惠” 升级焕新登场。 在保持原有产品优势基
础上，升级后的车型在科技、安全、舒适性方面
实现了多项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408此次升级不加价。不仅
如此，购车还可享购置税全额补贴，至高 0元
全车险以及至高 4000元置换补贴的超值促销
政策。 另外，东风标致还提供了一证贷、焕新贷
和享 0息三种金融政策，为用户提供更多实惠
购车的解决方案。 此外，东风标致还同步推出
LED限量版车型。 LED限量版车型是在 2018款
408� 350THP� PureTech豪华版的基础上加装
LED选装包，加配不加价，全国限量 408台。

科技升级 尽享无限驾驶乐趣
智能汽车时代已近在眼前，2018款东风标

致 408紧跟时代潮流， 增添了 CarPlay 智能手
机互联系统，实现了更为便捷和实用的人机交
互功能。

驾驶者通过 CarPlay智能手机互联系统进
行智能语音识别， 在不影响驾驶安全的前提
下，轻松实现拨打电话、听音乐、收发信息、使
用导航等功能。

升级之后的 9.7英寸多点式触控屏幕焕然
一新，操作界面得到优化，更加清晰、直观、易
操作，配合 CarPlay智能手机互联系统，即刻专
享领先智能科技带来的无限驾驶乐趣。

安全升级 提供全方位呵护
全面升级的安全配置令人更加安心。 2018

款东风标致 408全系标配博世最新研发的 ESP�
9.1增强型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集成 ABS、EBD、
TCS（牵引力控制系统）、VDC（车辆动态控制
系统）、HHC（坡道辅助系统）、ASR（驱动防滑
系统）等多种行车安全功能于一体。 相比之前

的 ESP� 9.0系统，ESP� 9.1系统可更好地保持车
辆稳定性。

ESP� 9.1 系统配合“3D� Safety 三维安全”
多重防护体系，旨在为驾乘者出行提供全方位
的安全保障。

舒适升级 让车内更加静谧
这次 408 的“智”“惠”升级更在舒适性方

面进行了多项优化。 2018 款东风标致 408 的
主动降噪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通过在车身加
入高性能隔音材料，有效阻隔外界噪音；另一
方面，通过对声学性能的优化，降低空调机械
噪音。 配合更加优化的空调性能，在炎炎夏日
制造更清凉幽静的车内环境。

杰出动力总成 强劲输出更省油
2018 款东风标致 408 搭载了连续八年荣

获“国际发动机大奖”的 350THP 涡轮增压直
喷发动机，以及蝉联 2015 年和 2016 年“国际

发动机大奖”的新贵———230THP 涡轮增压直
喷发动机。此外，配备的 1.8L� CVVT黄金主流
发动机，同样可提供优秀的动力。

在拥有澎湃动力的同时，408 节油性能同
样出色。 配合全系匹配的“STT 智能启停技
术”，节油效果提高 15%，使得 408 百公里综合
油耗最低可达 4.9L。

此次焕新升级后，2018 款东风标致 408
的整体性能得到了大幅提升，升级不加价更加
凸显了品牌诚意。 作为拥有卓越品质和强大科
技魅力的中级家轿车型，2018款东风标致 408
将为更多车主带来更高品质的汽车生活。

“智”“惠”升级不加价 东风标致 408焕新登场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市开福区了解到， 湖南中航星
卫星产业园建设正式开工。近年来，
长沙市致力于打造军民融合示范城
市，投资逾9亿元的中航星总部及卫
星终端生产基地项目， 是开福区军
民融合产业的典型代表。

为了进一步引导社会投资投向
军民融合领域， 长沙市开福区此前
发布了《开福区加快推进以军民融
合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目前已经有40个军民
融合产业项目在开福区生根落户。

据了解，今年3月，“湖南中航星
卫星应用集团总部及中航星卫星产
业园投资项目”已纳入“湖南省2017
重点投资建设项目”。湖南中航星卫
星应用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卢仪军透露， 集团公司计划将
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数据控制中
心等搬迁至金霞经济开发区。 项目
将发挥在航天智能制造领域技术研
发等方面的优势， 推动军工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 加速我省由军工大
省向军工强省迈进。

■记者 李琪 丁鹏志
本 报 9 月 21 日 讯

“Very�good！” 在今天上
午于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的湖南-非洲商品
节上， 国家级非遗傩文化
传承人赖氏第七十五代传
承人赖光华用傩医傩药中
独特的手法给来自科特迪
瓦的小伙子Marco做腰部
治疗，治疗完成后，Marco
竖起大拇指点赞， 还和赖
光华热情拥抱。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
馆内展出的大多是我省和
非洲的地方农产品， 而在
雨花非遗展馆的非遗技艺
体验区， 带有鲜明湘楚文
化特色的湘绣、“中国民间
伞艺的活化石” 分水油纸
伞、 纯美典雅的湘西蜡染
也十分惹眼。

“本打算来买点非洲
的农产品， 却看到了这么
多的非遗表演， 还拿到了
洪源老师的剪子， 太开心

了。”家住雨花区的贺阿姨
特地赶来， 想选购非洲的
咖啡、手工艺品等，结果雨
花非遗展馆给了她一个惊
喜。

贺阿姨口中的洪源，
是大名鼎鼎的剪字书法
家。“展会出席过无数次，
参加这样的商品节还是
第一次。” 洪源的表演吸
引了许多观众前来拍照、
询价。他还现场剪出“中
非友谊”赠送给了非洲友
人。

“参加这次展会，就是
想让外国友人了解我们的
传统文化，将中国‘非遗’
文化推向世界舞台。”雨花
非遗馆馆长邓运娇说，共
有30�余位非遗传承人走
进现场， 让非洲友人接受
了一场传统湖湘“非遗”文
化洗礼。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任昀

9月21日———22日，湖南-非
洲地方产业合作对接会在长沙举
办，来自埃塞俄比亚、南非、尼日
利亚等28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
节、 部委官员和地方州省代表参
会。

此次对接会聚焦农业发展和
互联互通领域， 这也是继湖南连
续两年举办专题对非经贸活动
后， 双方再次深入洽谈对接产业
合作， 无疑也将给湘企带来无限
的新商机。

撮合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

湖南第三年举办的大型对非
经贸活动，对接更加深入、更重实
效。记者了解到，本次合作对接会
突出互动交流和项目对接。期间，
“湖南-非洲商品节” 是中国国内
首次举办非洲商品相关展览，是
湖南对非经贸合作的一次有益探
索和尝试。

同时，“2017湖南-非洲地方
产业合作·农业发展论坛”、“2017
湖南-非洲地方产业合作·互联互
通论坛” 还邀请了在非洲深耕多
年、有丰富经验的国内企业，与非
洲政府官员、 省内企业进行思想
碰撞。 此外，“中非工商企业跨境
撮合” 在结合去年成功举办经验
的基础上，分为基础设施、能源电
力、装备制造、金融机构等板块，
国内70家企业参与， 进行一对一
洽谈。

在非投资设立企业超百家

省商务厅提供的最新资料数
据显示，湖南的产品、服务、技术和
工程遍布非洲， 非洲已成为湖南
经贸合作的重点和热点区域。截
至今年7月，湖南在非洲地区投资
设立企业110家，中方合同投资额

7.5亿美元。同时，非洲还是湖南对
外承包工程份额最大的地区，今年
1至7月， 湖南在非洲地区的对外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7.6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7.8亿美元， 在全省对
外工程营业额占比超过50%。

“从湖南与非洲地区各自的
发展进程来看， 两方正好处于前
后衔接的阶段。 将湖南的产能与
非洲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 可共
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瓶颈。”
业内人士指出， 非洲大陆蕴藏着
丰富的资源， 急需把资源转化为
生产力，而湖南的工业基础雄厚，
机械、石化、食品、有色金属等产
业相继跨入千亿行列， 双方优势
互补，未来，湖南与非洲国家在基
础设施、农业、矿产、能源电力、房
建等多个领域都将有很大的合作
空间。 ■记者 杨田风

经贸合作频繁，湖南与非洲“热恋”
湘非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28个非洲国家来湘谈合作 给湘企带来新商机

东软SEAS产品
巡展走进长沙

近日，以“慧见·知远·心的旅
程” 为主题的东软HCM�&东软
SEAS产品巡展在长沙顺利举办。
活动期间，来自人力资源、档案管
理、 云与大数据等领域的专家就
“人与资产” 的智能化管理话题进
行探讨和交流，以期为企业的人力
资源与档案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方
案参考和技术路线。

据悉，东软HCM和SEAS产品
已在长沙和华中其他城市得到广
泛应用，帮助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
究所、湖南粮食集团、武汉人福药
业等企业构建了新型人力资源管
理和档案管理平台，有效提升客户
的工作效率，助力客户进行互联网
化转型。 ■徐丹 经济信息

我省军工产业
再添“生力军”

21日-24日，“湖南-非洲商品节”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由非洲14个国家和省内14个市州共同担纲“出演”。展览规模 12000�平
方米，分为湘非合作成果展区、非洲国家展区、长沙展区、湖南市州展区
及洽谈休息区等 ，着力打造一场跨洲、跨区域的特色商品展销的饕餮
盛宴。记者了解到，非洲展区主要展示了非洲的农产品、文化艺术、服
饰、咖啡、手工艺品等，如来自津巴布韦的优质鳄鱼皮、马达加斯加的彩
色宝石，此外还有特色美食，如乌干达香蕉饭、咖喱角、奶酪饼等。

去红星品鉴非洲风情

现场花絮

“Very�good！”非洲小伙为他点赞

9月21日，消费者选购非洲国家特色商品。当天，“湖南－非洲商品节”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记者 徐行 周月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