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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标致 408头号大“屏”，享惊喜！ 享智能！
大一点，再大一点，还要再大一点，屏幕就

要越大越好， 互联生活就是要被放大再放大！
东风标致 408 是公认的“全能型” 选手，空间
大、动力强、操控好、油耗低、科技配置丰富、安
全又舒适， 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优秀的表现，但
是还记得那句 “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
吗？ 是的， 原本来就实力不俗的东风标致 408
又要放“大”招！

【0元换大屏，408开启“大联欢” 】
2018年 4月 10日 ~5月 31日，购买东风标

致 408豪华版即可免费更换 11.6英寸原厂精品
大屏，打造属于每个车主的“大联欢” ！

11.6英寸高清超大屏幕，不仅反应灵敏，界
面更加清晰、直观，操作起来也更简单易掌控，
还有多区域分屏互动技术， 多区域功能并存，
为副驾驶乘客的旅途增添乐趣。

这块超大触控屏支持 MiuDrive 双平台智
能手机互联系统，车载系统与手机屏幕同步互

联，实现双屏双向控制。 驾驶者可以通过语音
识别、方向盘按键控制、手写输入轻松实现拨
打电话、收发信息、使用导航、收听音乐等功
能，还让导航、娱乐等功能同框出现，确保了行
车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除此之外，东风标致 408目前还有多项优
惠政策，并提供多项购车金融方案供消费者选
择。 2018年 4月 10日 ~5月 31日期间，凡购买
东风标致 408 全系任意车型即可享受全额购
置税补贴、 最高 4000置换补贴， 如果分期购
车，更有 36期 0利率的至尊优惠。 与此同时，
活动期间购买东风标致 408 全系任一车型还
将获得 6000保险补贴。 亲民的价格加上多重
优惠，让消费者轻松成为有车一族。

【岂止于“大” 408全能出击】
除了超大屏幕给消费者带来的极致享受

外，从简约线条勾勒出的外观造型，到舒适安
静的驾乘环境，再到 2730mm超长轴距带来的

车内空间， 东风标致
408在每一个细节上都
诉说着来自塞纳河畔
绅士的优雅与细腻。

来自家族式的前
格栅加上卤素大灯，营
造出一种简洁明快的
亲切感，1488mm 的高
度让整辆车看上去颇
具质感。 搭配 17 寸的
十辐双色轮毂，整辆车
给人的感觉既有中国
式的亲切，还有法国式
的浪漫，简约而不简单。 东风标致 408在车身
加入高性能隔音材料，并针对空调性能加以优
化，有效地抑制了噪音，为驾乘者营造一个安
静的车内环境。

东风标致 408自上市至今， 获得了众多消
费者的认可，也被公认为性价比超高的“全能”

车型，如今 0元换购 11.6英寸原厂精品大屏更是
锦上添花———内饰更加美观且富有科技感，操作
也更直观便捷，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互联需求。 此
次活动时间有限，如果您想加入“大屏”一族，不
妨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 400-8877-108，
与东风标致 408一起“大联欢” 。

本报4月15日讯 4月15日，
由长沙飞往北京的国航CA1350
航班发生一起一名乘客胁持恐吓
一名乘务人员事件， 机组按处置
程序备降郑州新郑机场。

今天下午， 记者从河南机场
警方获悉， 该事件13时许已得到
成功处置。犯罪嫌疑人徐某（男，
41岁，湖南安化人，有精神病史）
被警方成功抓获，无人员伤亡。

长沙飞北京途中降郑州
上午8点41分， 国航CA1350

正式从长沙起飞，目的地是北京，
原本抵达时间为上午11时左右。
10时许， 有网友爆料称，9时36分
机组宣布被胁持，决定备降郑州。
记者向湖南机场集团求证， 湖南
机场集团称目前没有收到确切的
消息，正在核实。

记者联系到一位乘坐该次航
班但不愿具名的男士，他回忆说，
9点30分左右，正在闭目休息的他
被飞机迅速下降的失重感惊醒，

并伴以广播提示“飞机因天气原
因紧急迫降”。 二十余分钟后飞
机落地，他看到外面停着不少消
防车、救护车、警车等。同时，有
乘客一边从头等舱离开前往经
济舱，一边说“有人闹事”。据记
者了解， 下午3点乘客仍在机场
等候。

嫌疑人突发精神病
17时左右， 河南机场警方发

布，4月15日发生在国航CA1350
航班的胁持恐吓乘务人员事件，
13时许已得到成功处置。

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徐某
因突发精神疾病，手持钢笔胁持一
位乘务人员，导致该航班9:58备降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事发后，河南公安机关和相
关部门迅速开展处置， 乘客于
10时50分全部安全下机 ；13时
许犯罪嫌疑人徐某被成功抓获。
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和婷婷

4月13日，本报报道了一篇
题为“百度搜索关键词，多家企
业被‘劫持’”的新闻后，备受各
界关注，且报道一出，优冠实业
集团在百度上“被劫持”的现象
也立即得到了制止。4月15日，
记者在百度上搜索“优冠塑胶
跑道”后，发现已不再弹出之前
出现过的链接。

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4
月15日，2018湖南车展组委
会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向三湘
都市报反映：“湖南车展也遭
遇了类似的‘劫持’现象，希望
你们也报道一下。”

记者在百度上输入“2018
湖南车展” 关键词搜索时，果
然弹出了两条以湖南车展为
名的其他车展链接。 其中一
条为“看湖南车展 去【4月30
日-5月1日】长沙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 另一条则是“2018
湖南车展 4月20-22日【长沙

车展】免费O元抢票参展”。点
击后，分别跳转至“2018第28
届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汽
车博览会”和“2018第十届湖
南长沙国际电商惠民车展”网
站。

“这两个车展都不是真正
的湖南车展，但都以湖南车展
之名来做宣传，很容易误导消
费者。”2018湖南车展组委会
工作人员表示，真正的湖南车
展是5月9日至13日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长沙世界之窗旁）
举行的，其由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湖南省商务厅和长沙市人民
政府指导，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湖南省汽
车商会联合主办，三湘都市报、
长沙晚报、湖南省汽车商会共
同承办。

《百度搜索关键词，多家企业被“劫持”》后续

湖南车展也遭百度搜索“劫持”？
搜索关键词，出现其他链接 业内人士：借湖南车展名气“引流”，误导消费者

【探因】
举办时间接近，
借名气“引流”？

“长沙每年就两个大型车
展， 即上半年的湖南车展和下
半年的长沙车展， 其他都是一
些小型车展。” 本地某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资深汽车人士表示，之
所以出现以湖南车展之名来给
自己的车展做宣传的现象，主要
是湖南车展的名气大、 有权威，
深受消费者的信任。

记者注意到，2018湖南车
展举办时间为5月9日-13日，
而上述另两个车展都在这之前
举办，且时间十分接近，一个是
4月20日-22日， 一个是4月30
日-5月1日。“这很容易让人误
以为就是湖南车展，不仅对湖
南车展造成冲击， 更会误导
消费者， 给消费者带来一定
的困惑。”

此外，记者发现，在上述两
个车展的网站上， 虽然有诸多
车展介绍信息，但主办方、承办
方的信息却很少 ， 其中在
“2018第28届长沙红星国际会
展中心汽车博览会”的网站上，
更是找不到作为主办方和承办
方的长沙车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的信息。

【最新】
有“劫持”链接很快下架

4月15日下午6点多，记者
再通过百度搜索“2018湖南车
展”关键词时，发现“2018湖南
车展 4月20-22日【长沙车展】
免费O元抢票参展”的“劫持”
链接已下架。“看来还是要媒体
监督才见效。”2018湖南车展
组委会工作人员对此表示。

■本报记者

“湖南车展也被‘劫持’了。”4月15日，2018湖南车展组委会工作人员向三湘都
市报记者反映，看了本报一则“百度搜索关键词，多家企业被‘劫持’”（详见本报4月
13日A06版）的新闻后，工作人员发现他们举办的2018湖南车展也在百度上被“劫
持”了，并希望通过媒体发声，肃清行业内那些容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宣传乱象。

【投诉】
输入“湖南车展”关键词，点开链接遭“劫持”

随后，记者就此事电话联
系了“2018第28届长沙红星国
际会展中心汽车博览会”的工
作人员胡女士。 胡女士介绍，
他们车展于4月30日-5月1日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主办方和承办方均为长沙
车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对
于为何在百度上出现了以湖
南车展为名的宣传， 胡女士
回应称：“肯定是通过了百度
的审核。” 不过胡女士表示，
他们车展有专门的推广部
门， 而她只是负责执行工作

的，“我会叫负责推广的人联
系你”。

记者拨打“2018第十届湖
南长沙国际电商惠民车展”的
热线电话时，接电话的工作人
员同样也表示， 他们有专门
负责车展推广的部门， 并会
让该部门工作人员联系记
者。不过至截稿前，记者并未
收到这两家任何一家工作人
员的电话。

与此同时，记者拨打了百
度一媒体对接人的电话，但电
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回应】
关键词设置通过了百度“审核”

长沙飞北京一航班发生胁持事件
备降郑州，无人员伤亡 嫌疑人突发精神病

4月15日，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考点迎来一
位特殊的考生：因打球导致脊椎压缩性骨折，考生刘棠不能直立静坐，
只能平躺卧床。 备考了很久的学生和家长心急如焚， 于是向主考方求
助。学校考点收到求助后，要求考务组积极向其提供帮助，为其准备专
业医疗设备，并在考场内设置了专用考位，安排专人值守，终于让刘棠
同学顺利完成了考试。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蒋艳娟 摄影报道

“趴”着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