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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品牌复兴第一炮

天津一汽骏派 A50 兰州上市
本报讯 3月11日，
天津一汽全新紧凑型轿车骏派A50兰州区域上
市发布会在兰州正隆4S店举行。新车共推出了6款车型，
售价5.59万
—7.29万元，
均搭载1.5L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此次
上市的骏派A50也将为天津一汽的品牌复兴打响第一炮。
外观方面，骏派 A50 采用了全
新的设计风格，
整体更加时尚。倒梯
形前进气格栅内含三横幅镀铬条，
搭
配有多边形大灯组看上去简洁大气，
整体前脸设计跟大众全新最新设计
语言有些神似；
车身侧面采用双腰线
设计，
同时搭配 17 英寸双色铝合金
轮毂，
提升了新车的力量感；
车尾方
面，骏派 A50 同样采用了简洁的设
计，
整体尾部造型归整而有立体感；
尺寸方面，
新车长宽高分别为4586/

1765/1496mm，轴 距 为 2610mm，
在同级别车型中属于主流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骏派 A50 是天
津一汽首款运用智能网联技术的车
型，其搭载的π-link 智能网联系统
包含了 8 英寸中控大屏、
用车管家、
定制化导航、
语音控制、
信息娱乐系
统等多项科技配置，
进一步满足年轻
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安全配置方面，
新车将装备 ESP 车身稳定系统、胎
压报警装置、
倒车雷达+倒车影像、
6

售价区间不变

全新汉兰达上市

安全气囊、
后视镜加热等配置。
动力方面，该车先期仅推出搭
载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型，
最
大功率为113马力，
峰值扭矩为141
牛·米，
传动系统匹配 5 速手动变速
箱。而搭载 1.0T 发动机+7DCT 的
车型则有望在今年年底推出。

本报讯 3月6日，
广汽丰田2018款全新汉兰达正式
上市。作为国内大中型SUV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汉
兰达从高处再出发，
以更高颜值、
更强性能以及更丰富的
科技配置，
再一次提高性价比和竞争力，
续写
“豪华大七座
SUV”
传奇。
2018 款全新汉兰达开创性地提供三种造型设计，
各款车型新增了包括 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
全、TPMS 胎压监测系统、PVM 全景监控系统等装备，
其中核心等级及以上版本标配 TSS 智行安全套装，全
面提升豪华质感和性价比。
新车全系搭载 2.0T D-4ST 双涡管涡轮增压直
喷发动机和 6 速自动变速箱，提供两驱和四驱版本共
八款车型，全系产品市场建议指导价为 23.98 万元33.08 万元，
售价区间保持不变。

配置增加价格降低

新英菲尼迪 Q50L 诚意而来
本报讯 3 月 11 日晚，
由兰州赛驰英菲尼迪 4S 店举办的英菲尼迪
2018 年首款新车“Q50L 运动版上市会”趁着淡淡的夜色初临金城兰
州。新车共推出 6 款车型，售价 26.98 万-39.98 万元。相比老款，新
车全系价格下调 1 万元，而配置的更加优化则凸显了英菲尼迪对于国
内消费者的十足诚意。
此次推出的新 Q50L 为中期改
款车型，
其中新车的外形设计变化较
为明显，
立体的前脸线条使新车肌肉
感十足，前后灯组的造型也更加犀
利，
前保险杠的下部进气口和雾灯的
造型看上去极具攻击性；
新Q50L的
车身尺寸为 4867/1823/1456mm，

轴距为 2898mm，同级竞品中优势
明显；
配置方面，
新车全系标配双区
自动空调、
自动启停、
后排空调出风
口、
主副驾驶座椅 8 向电动调节、
中
控双屏幕（上8英寸+下7英寸）、
定速
巡航、
胎压监测等。不仅如此，
中高
配 车 型 还 将 配 备 Bose Perfor-

兰州彩民 10 元擒获
双色球 5 银 共计 84 万元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孟晴云）记者近日从省福彩管理中
心获悉，3 月 11 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8027 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为 02、
07、09、14、18、28，蓝球号码 05。当期开出头奖 6 注，单注奖金 825 万
元，
其中山东、湖北各中得 2 注，福建、江苏各 1 注。
当期二等奖开出144注，
单注奖金16万元。广东中出16注，
安徽、
江西
各 10 注。我省彩民揽获二等奖 6 注，
其中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 81 号
62013071号投注站彩民以10元单式彩票擒获二等奖5注，
共揽获奖金84.6
万元；
天水市武山县洛门镇南街村62052407 号投注站彩民以14元7+1复
式彩民收获二等奖1注、
四等奖6注，
收获奖金17万元。
当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 3.8 亿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5.6 亿
元，
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 万元。

盘点 2017 年福彩奇葩说（五）

最心急的 981 万元大奖——衡水小伙星夜兼程来领奖
盘点 2017 年福彩圈内，发生过很多“奇葩”的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
分享去年在福彩圈内发生的奇事、怪事、趣事。
“我现在马上去石家庄！”小伙子一脸急切，没等媳妇回答，已经冲出
家门，驱车直奔高速公路……这一幕，不是出现在紧张刺激的电影大片
中，而是河北衡水一位彩民的亲身经历。他为什么急切成这样？原来，
这位幸运彩民中得了 981 万元的双色球大奖！
2017 年 12 月 17 日，双色球第 2017148 期开奖，河北衡水中出一注
一等奖，单注奖金 627 万元。中奖彩民是位 90 后的小伙子，凭借一组 8+
1 的复式彩票命中一等奖。发现自己中得大奖后，小伙子激动得再也坐
不住了，冲出家门，驾车直奔河北省福彩中心。夜深人静，高速上来往的
车辆稀少，小伙子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石家庄。此时，还是深夜，尽
管他在兑奖大厅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脑海里充斥
着对兑奖的一幕幕幻想。
直到拿到兑奖单，
小伙子才知道，
除了627万元一等奖，
还获得了350万
元的派奖奖金，
所有奖项加起来高达981万多元！孝顺的他表示：
“回去先给
父母买套房子，
让他们高兴高兴！
”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孟晴云

两种动力总成

五菱宝骏 530 亮相
mance 至臻系列 16 扬声器音响、
座
椅加热、
电动调节方向盘、
全LED大
灯、
全景影像、
换挡拨片等，
极大提升
了产品的科技感和竞争力。
新车搭载 274A 型 2.0T 发动
机，其最大功率为 155kW，峰值扭
矩 350 牛·米，传动系统继续匹配
现有的 7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本报讯 3月11日，
宝骏旗下又一款紧凑型SUV——
宝骏530正式亮相发布。新车提供1.5T/1.8L两种动力
总成，
共计8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7.58万-11.58万元。
宝骏530与宝骏510神似，
新车延用
“型鲨”
造型，
显
得运动感十足。宝骏 530 的长宽高分别为 4655/1835/
1760mm，
轴距为2750mm，
相比宝骏560均有提升。
宝骏 530 全系标配 ESP 车身稳定控制、牵引力控
制、四门车窗一键升降等，顶配的旗舰型还配备了电子
手刹、自动驻车、侧安全气帘、胎压监测、LED 大灯、后
排隐私玻璃、Infinity 燕飞利仕品牌音响、后多连杆独
立悬架、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等功能。

嘉峪关市福彩中心开展学雷锋月活动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孟晴云） 记者近日从省福彩管理中心获悉，嘉峪关
市 2018 年“德润雄关·志愿同行”学雷锋月活动正式启动。嘉峪关市福彩中心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
积极开展了福彩政策法规及发行宗旨宣传活动。
市福彩中心特安排福彩“学雷锋”志愿者组建宣传岗，通过展示牌、宣传单等形式进行
宣传，同时还热情接待每一位来咨询的市民，积极为他们讲解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的发行宗旨和公益行动，
增进了广大市民对福利彩票的了解和认识。

兰州彩民 10 元擒获
双色球超值二等奖 35 万元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孟晴云） 记者近日从省福彩管理中心获悉，3 月 6 日，
福彩双色球第 2018025 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 04、13、16、19、21、25，蓝球号码 14。当期头
奖开出 1 注，单注奖金 1000 万元，花落广西。当期二等奖开出 83 注，单注奖金 35 万元，我
省兰州彩民喜获 1 银。
当期开出的 83 注二等奖中，北京中出 16 注，江西 7 注，深圳 6 注。我省兰州市榆中县
和平镇薇乐大道 62019039 号投注站彩民以 10 元单式彩票擒获二等奖 1 注，喜获奖金 35
万元。
当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 3.4 亿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5.1 亿元，下期彩民朋友
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 万元。

3D 游戏第 058 期
我省彩民延续好运连获大奖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孟晴云） 3 月 6 日，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 2018058 期
开出奖号 723，继 2018056 期和 2018057 期兰州连续两期中出大奖后，临夏和定西彩民延
续好运各喜获当期大奖 5.2 万元。
据了解，临夏中奖彩民通过一张 100 元直选 50 倍倍投彩票喜获大奖，中奖站点是临
夏市红园路州委家属院楼底 62290116 号投注站；定西中奖彩民通过一张 100 元直选 50
倍倍投彩票喜获大奖，
中奖站点是安定区商业一条街中国银行对面 62242125 号投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