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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之作 零距离感受比亚迪宋DM
今年车市增速放缓，但 SUV

细分市场却依然销售火爆。 列举
一下近期车市保持高关注度的
SUV 新车， 宋 DM 一定榜上有
名。 作为比亚迪 542战略的又一
款重点车型，宋家族的实力干将，
这款车已于 4 月 17 日上海车展
前上市，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为
17.99 万元—20.99 万元，让无数
迪粉为之心动乃至行动。下面，让
我们一同来深入感受一下这款双
模 SUV的过人之处。

外观时尚大气
颜值控不可错过

从外观上看，宋 DM 延续了
宋盖世版时尚动感的设计语言，
“X�型”前脸搭配全新的保险杠及
蓝色篆书“宋”标识，让前脸看起
来既大气又不失个性化。

不规则的 LED 前大灯组，近
看酷似两个炯炯有神的鹰眼，咋
一看不算惊艳，但很是耐看。

双色车身、双色轮毂、双排气
管的设计配合银色高挑行李架，
加上侧面双腰线设计和悬浮式车
顶，这波侧颜杀，简直帅得让人有
点招架不住！

车身侧面醒目的 542 标识，
提示宋 DM 不仅拥有外在美，也
蕴含极强的内在实力。

相比宋盖世版， 宋 DM 在

车身左侧配有普通加油口，右
侧对应位置配有充电口， 一左
一右，一油一电，混动双模特性
尽显。

宋 DM 车尾整体给人一种
饱满圆润的感觉，4.9秒的标识又
有点挑逗肾上腺素的意思， 让人
跃跃欲试，太有魔性了。

中级车的空间
豪华车的配置

如果说宋 DM 的外观是高
颜值， 那它的内饰就属于轻奢实
用派。 随处可见的大面积软质内
饰，触摸感非常柔软；豪华真皮座
椅，包裹性很好，坐上去疲劳感一
下子就消散了。

8 英寸中控大屏， 搭载开放
式 CarPad 安卓系统， 车主可根
据喜好安装相应的第三方应用，
比如微信、微博、爱奇艺、淘宝等
常用 APP， 真正做到智能互联。
就算出门忘带手机了也没那么
焦虑 。 另外， 宋 DM 还配有
360°全景影像、PM2.5 绿净系
统、遥控驾驶、云服务等众多豪
华车型才有的高科技配置，已经
远远超出大家对一款 20 万以内
车型的期待。

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集成了
包括电话、语音控制、多媒体控制
区以及全景影像系统等多种功能
性按键，设计贴心，为车主充分考
虑， 无论视觉还是触感体验都很

不错。
在车辆控制区的设计上，宋

DM 功能分区清晰明显， 大鸡腿
换挡杆后面是全时电四驱的功能
按钮，分别有普通、沙地、泥地、雪
地四种模式选择， 基本覆盖日常
使用的全路况。 后方旋钮是 E-
CO(经济)�和 SPORT(运动)两种
驾驶模式切换按钮， 两侧分别为
EV�纯电和 HEV�混动模式切换
按键。

宋 DM 还配备了超大越级
全景天窗，宽度 720mm，长度达
到 1220mm，可开启面积达 0.37
㎡，蓝天白云、春风暖阳，一年四
季的美好都不会错过。

在宋 DM 的后排，还贴心的

设有出风口， 四周的镀铬装饰看
起来也非常有档次。

虽然宋 DM 的外形看起来
比较紧凑， 但实际上这是一台中
级 车 的 尺 寸 ，4565 ×1870 ×
1700MM 的长宽高，2660mm的
轴距， 内部空间上比一般的紧凑
型 SUV都要宽敞，再加上最大达
1520L的后备箱面积， 对于普通
家庭使用来说绰绰有余。

百公里加速 4.9秒
20万级别性能标杆

外观漂亮，内饰低奢，配置豪
华，这些都不算什么，宋 DM强悍
的性能才是它的最大卖点！ 光看
数据就已经对这款神车顶礼膜
拜： 三擎动力下最大可输出 333
千瓦的总功率、740 牛?米的总扭
矩，百公里加速 4.9 秒，站在它身
旁仿佛就能感觉到发动机的声声
低吼，让人脚底直发痒；配备全时
电四驱， 反应速度仅 20毫秒，比
机械四驱快 10倍，重新定义行车
安全； 百公里综合油耗才 1.4升。
比亚迪这套成熟的“542”技术在
宋 DM上搭载， 实际驾驶体验如
何？ 德国奔驰专家参与调教的底
盘具体表现如何？ 我们下一篇动
态体验将为各位带来更详细的试
驾感受。

消保条例修正2014年启动。
2016年7月，省工商局就修正条例举
办立法听证会时，十多名代表针对
消毒餐具收费问题就存在争议。

支持收费派担心， 一旦取消
消毒餐具收费， 很大一部分中小
餐馆就会不再使用正规消毒公司
的餐具；还有的表示，消毒餐具是
否收费属于市场行为， 应该将选
择权交给市场和消费者。 而反对
收取的则认为， 消毒餐具费用应
该列入餐饮成本， 提供安全无害
的餐具是餐饮经营者的应尽之

责。最终，修正案草案一审稿规定
不得收取餐具消毒费。

去年12月， 修正案草案一审
稿提请审议时， 餐具消毒费是否
收取再次受争议。今年2月，省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通过本报公开征
求修改意见。“餐饮业经营者应当
明示其提供食品和服务的价格，
不得设定最低消费、餐具消毒费、
开瓶费等不符合规定的费用。”此
条款出现在修正案草案二审稿
中。 但是消毒餐具该不该收费仍
存争议。

本报5月25日讯 湖南是
林业大省，森林资源丰富，如何
加强对森林公园的保护？ 今
日，《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修
订草案）》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审议认为， 要正确处理保护与
合理开发利用的关系，切实做
到保护优先、 合理开发利用。
为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省
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建议

增加以下条款：一、明确不得
进行开发的区域：自然保护区
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林木林地权属
不清楚、 界限不明确的区域；
法律、法规禁止开发的其他区
域。二是对森林公园开发项目
作出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森
林公园开发项目，应当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设施必须做到“三同
时”；项目开发必须遵守节能减

排、环境保护规定……
从保护的角度考虑， 该委

建议对省级森林公园、 县级森
林公园设立条件适当提高门
槛。并建议增加一款：“未经协商
同意，不得设立森林公园，不得
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该
委建议明确规定：“森林公园应
当作为生态教育基地， 确定开
放日， 并定期向中小学生开放，
进行生态科普教育”。

■记者 吕菊兰

本报5月25日讯 今日，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修订草案）》。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审
议认为， 在每年本级留存的福
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安
排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项用于残
疾人事业， 是这次修订中大家

反映比较多的问题。 多数人提
出要对比例作出具体规定，有
的提出比例不低于10%。

全国有15个省对具体比例
作了规定，最高的规定为20%。
该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认为，
根据我省经济发展实际和残疾
人事业发展需要， 建议规定具
体比例不低于10%。

为鼓励民营服务机构兴办

残疾人康复教育托养事业，省人
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建议在第四
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社会
力量举办的残疾人服务机构在
准入、执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定、 非营利组织的财税扶持、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政府举
办的残疾人服务机构执行相同
的政策。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唐元华 韦美妃

湖南消保条例提请三审， 增加“餐饮业主应当提供符合卫生条件的餐具”

“是否收取餐具消毒费应由双方议定”
本报5月25日讯 今日，《湖

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
草案·三次审议稿》提请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其中， 关于餐饮经营者是否收取
餐具消毒费的条款， 从修正案草
案听证开始， 说法就分成了“该
收”“不该收”两派，最终在三审稿
中以“折中”的方式体现。

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为
消费者提供符合卫生条件的餐
具，是餐饮业经营者应尽的义务，
也是上位法的明确要求。如《食品
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
“餐具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
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服
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

至于消费者是选择使用消毒
公司提供的消毒餐具，还是餐饮经
营者提供的自行清洗消毒餐具，法
工委认为则是消费者的自主行为。
使用消毒公司提供的餐具是否收
取费用， 应由双方当事人议定，不
宜立法作出规定。据此，删除修正
案草案第三十六条中“餐具消毒
费”，同时增加“餐饮业经营者应当
为消费者提供符合卫生条件的餐
具”的规定，作为第二款。

■记者 吕菊兰

餐具消毒费该不该收
历经曲折“折中”回归

“设立森林公园不得损害农民合法权益”

“福体彩公益金要安排一定比例资金专项助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