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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4个农村电商示范县网售额达9000万

初冬的北京银杏遍地，
风光无限，正宜亲近自然。

近日，“山川秘境，一
骑纵横”2018年冬季梅赛
德斯-奔驰北区媒体试驾
之旅在北京古长城脚下圆
满 落 幕 。 此 次 试 驾 自
Mercedes me三里屯体验
店启程，由梅赛德斯-奔驰
GLS SUV和GLE SUV组
成的车队，从繁杂都市长
驱直入至京郊深处，在起
伏奔腾的长城之下探山川
秘境。

体验狂野之旅品鉴合

香之道

作为“SUV中的S级”，
GLS SUV凭借卓尔不群的
越野实力、豪华宽适的驾
乘空间及安若泰山的安全
性能，给驾驶者带来“放怀
天地”的自信与从容。而另
一款豪华SUV市场标杆车
型--GLE SUV则带来更
具动感的车身设计，敏捷
平顺的操控实力以及全面
护航的智能科技。

车队一路驰骋，直抵
长城脚下。在岿然矗立的
山川间，媒体嘉宾体验传
统合香之道，一同品鉴传
承千年的一缕馨香，在恬
淡禅意中领悟“放怀天地”
的深义。历经千年传承与

纳新，合香之道不仅在于
融合，也在于对炮制之法
和制作工艺的严苛要求，
以及对制香人恒心与匠心
的考验。而GLS SUV与
GLE SUV同样讲求对于内
在的精雕细琢。

“奔驰北区覆盖北方8
省2市，地域范围广，车辆
使用习惯及客户偏好具有
鲜明的区域特色。性能强
劲的奔驰SUV家族在北区
一直是热销车型，有力地
支撑着北区的市场表现。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别具
型格的GLS SUV和GLE
SUV更是深受北区消费者
青睐。”北京梅赛德斯-奔
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北区
总经理魏超表示，“在北
区，我们将客户作为安身
立命之本。未来，我们也将

持续扎根北方市场、挖掘
北区客户需求，提供因地
制宜、因客制定的星徽品
质服务。”

7座领袖GLS

作为硬朗气质杰出的
大型豪华SUV，GLS SUV
不仅具领袖风范，车身设
计更添加了动感元素，显
得格外气宇轩昂。其隆起
的发动机罩肌肉感十足，
配合AMG车身风格组件和
AMG轻合金轮毂，完美演
绎运动美学。全LED智能大
灯配合LED智能照明系统，
可根据外部光线和行驶条
件自动调节照明方式，令
车灯外观更受瞩目，令外
出行车更加安全。

GLS SUV配备高性能
V8双涡轮发动机，动力汹
涌；9速自动变速箱将效

率、舒适性和动态性提升
至全新水平；ON & OFF
ROAD多路况适应系统有
6种驾驶模式可供选择，无
论是在越野或非越野地形
皆可游刃有余。LED智能照
明系统包括在乡村道路和
高速公路行驶时适用的可
变灯光分布系统、以及用
于“越野增强型”变速箱模
式的越野灯，车灯外观别
具吸引力，而且亮度更强；
动感的AMG车身风格组件
和AMG轻合金车轮以及运
动型悬挂，AMG外观运动
组件将众多精心协调的装
备完美结合，进一步提升
了车辆的运动外观和驾驶
乐趣。

同时，作为SUV细分
市场中的领袖级7座车型，
GLS SUV近3.1米的轴距

和2-3-2的座椅布局确保
了每位乘客都享有充足的
空间。

动感绅士GLE

梅赛德斯-奔驰GLE
SUV则凭借优雅动感的内
饰设计为驾乘者营造出动
静皆宜的车内环境，呈现
时尚的内饰氛围。

GLE SUV发动机搭配
全时四轮驱动，可确保在
公路和越野行驶情况下出
色安全的操控。发动机设
计紧凑而轻质，单级分动
箱可将驱动力在车轴间平
均分配，并直接传输至自
动变速箱，标准配备的
ECO起动／止动功能，能
于座驾静止时适时关上引
擎，减少油耗。

GLE SUV空气悬挂系
统（AIRMATIC）组件包括

空气悬挂和带水平高度控
制 的 自 适 应 减 震 系 统
（ADS），两者的结合降低
了路面噪声及轮胎震动
特性，同时也在公路和越
野行驶时确保了出色的
驾驶动态性；大幅改进的
前端设计与车身整体宽
度增加，使车身更具动
感；3辐多功能方向盘底
部采用扁平设计，装有
Nappa皮饰，12个控制按
钮不仅可以对仪表盘及
驾驶室管理和数据系统
菜单进行操作，还可以控
制音频装置、电话和导航
系统的音量。

除了强劲的越野实
力外，梅赛德斯-奔驰
GLS SUV和GLE SUV两
款车型还搭载强大的智
能安全科技。GLS SUV和
GLE SUV搭载车道追踪
组件，通过盲点辅助系统
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的
相互配合，时刻监测并提
醒驾驶者保持车道，大大
降低事故风险。此外，两
款车型均提供确保行车
稳定的侧风稳定控制辅
助系统和可抑制打滑倾
向的电控车辆稳定系统，
令驾驶者在征服险峻山
路时更加胸有成竹。

山川秘境 一骑纵横
———记2018年冬季梅赛德斯-奔驰北区媒体试驾之旅

新报讯（记者 顾 爽）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商务局
了解到，截至11月底，呼和
浩特市4个农村电商示范
县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
到9000万元。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
迄今为止已经建成了5个
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5
个物流仓储运营中心和近
300个乡村服务站点，基本
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形成
了中国薯网、华蒙通、可心
可意、九蔬行等本地涉农
电商平台，培育了蒙清、蒙
羊、田牧、正隆谷物、华夏
田园、大牧场等农村电商

应用企业，涉农电商服务
企业200多家。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县、清水河县、托克托县、武
川县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2018年1~11月，和
林格尔县、武川县、清水河
县以及托县等呼和浩特市4
个农村电商示范县农产品
网络销售额约9000万元。在
农村电商助推精准扶贫方

面，呼和浩特市商务局推出
“精准扶贫系列农产品”20
余种，形成了武川县的“川
宝”“禾川”“可心可意”品
牌；清水河县的“蒙清”“臻
麓源”“黄河九曲”品牌等。

越冷越红火
武川冰雪文化旅游节22日激情开幕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12月12日，第二届中国·武川
冰雪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三楼
新闻发布厅举行。本次冰雪文化旅游节将于12月22日在武
川拉开大幕。

据了解，本届冰雪文化旅游节从2018年12月22日开始，到
2019年3月8日结束，历时77天，主题为“塞外冰雪、激情武川”。
本届冰雪文化旅游节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模式，总投资
约1500万元，场地面积12万平方米，其中冰雪雕区3万平米、花
灯区3万平米、休闲娱乐区6万平米，总用冰量约10000立方米，
用雪量约15000立方米，冰雪灯及娱乐项目共有41件，其中娱
乐参与性项目达24项。本届冰雪节以冰、雪、灯为载体，集休闲
娱乐、体验冰雪、观赏冰彩灯、文艺演出四位一体，重点推出15
项主题活动。活动包括开幕式晚会、极地动物户外秀、冰雪摄
影大赛、城市抖音大赛、冰雪广场舞、冰雪奇缘主题活动、武川
特色农产品年货节、内蒙古首届国际大学生冰雕大赛、中俄
蒙年货小商品博览会、“冰上婚礼”、极限挑战赛、民俗文化
节、元宵灯谜喜乐会、元宵焰火晚会等诸多精彩项目。

首府通报2起未按照程序发展党员问题
新报讯（记者 刘 惠）

12月11日，呼和浩特市纪
委监委通报了两起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
现”典型案例。

1.玉泉区小黑河镇讨
卜齐村党支部未按照程
序发展党员问题。2016年
11月5日，玉泉区小黑河
镇讨卜齐村党支部召集
支部全体党员研究将李
生厚发展为预备党员事
宜，时任该村党支部书记
的史平平建议将李生厚
接收为预备党员，形成会
议记录上报小黑河镇党
委。李生厚经小黑河镇党
委开会研究成为预备党

员。核查中发现，讨卜齐
村党支部备案的会议记
录签字存在14人未被告
知、没有参与开会但被
他人代签名字的问题。
李生厚既非入党积极分
子，也没有经过确定成
为预备党员之前的任何
程序。2017年上半年，李
生厚将自己成为入党积
极分子的内容插入2015
年之前的一次会议记录
中。

2018年6月25日，玉
泉区纪委常委会议研究
决定，给予相关责任人张
瑞清党内警告处分，史平
平、史祯祥、任志安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取消
了李生厚的预备党员资
格。

2.和林格尔县大红城
乡红山口村未按照程序
发展党员问题。2012年，
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红
山口村村民王某申请加
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山
口村党支部书记的刘仓
小拒绝在王某的入党申
请书上签字，后刘仓小于
2018年3月在王某入党志
愿书上补签字，日期写为
2012年4月8日；2013年，红
山口村村民刘某某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
山口村党支部书记的刘

仓小没有在刘某某的入
党志愿书签署同意转正
的意见。大红城乡党委委
员李树在未认真审核王
某、刘某某入党志愿书相
关材料的情况下，大红城
乡党委将王某和刘某某
按期转为正式党员。刘仓
小对红山口村党支部违
规发展党员问题负有直
接责任，2018年9月19日，
和林格尔县纪委给予刘
仓小党内警告处分；2018
年8月22日，和林格尔县
纪委对李树进行谈话提
醒；大红城乡党委对王某
和刘某某的党员资格不
予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