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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1 月下旬，成都银杏叶如约
变黄了。日前，根据四川省林业厅制定
的《四川省红叶指数发布管理办法》，成
都银杏叶变色率达到60%以上的III级
观赏级别，进入了最佳观赏期，11月20
日，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以下简
称成都市园林局）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成
都银杏叶观赏指南，为市民提供了观赏
地地址、观赏指数、周边配套设施甚至
公交车线路及下站的站名等详细信息。

今年4月份，成都市园林局制定了
《成都市四季赏花观景指南工作方案》，
对全市植物种类、分布、季相变化等资
料进行了收集，目前全市共计有 45 种
花木被初步纳入了观赏调查，根据此方
案，成都市园林局将向市民发布成都花
木观赏指南，其中，春季赏花、秋季观叶
时节半月发布一次，冬季、夏季每月发
布一次，特定节日前实时发布。

市园林局推荐全市13处观赏地

昨日，一场夜雨之后，成都在湿漉
中迎来新的一天，有市民发现，成都银
杏叶黄了。其实在上周五（11月20日），
成都市园林局就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
最新的一次花木观赏指南，电子科技大
学、百花潭公园、易园等分布在成都 9
个区（县）、市的13处银杏观赏点，被列
进了指南名录。

成都市植物园（成都市园林科学

研究所）书记刘晓莉说，参照四川省
林业厅制定的《四川省红叶指数发布
管理办法》，“秋叶观赏指数”分为 III
级，“I 级观赏指数”代表叶片变色率
为 10%~35%之间，处于叶片变色状
态，较适宜出游观赏。“II 级观赏指
数”代表叶片变色率为 35%~60%之
间，适宜观赏。“III 级观赏指数”代表
叶片变色率为 60%~90%之间，是观赏
的最佳时期。

“从成都目前银杏叶变色的情况
看，大多数地方变色率已经达到了
60%~90%的 III 级观赏级别。”刘晓莉
说，这就意味着成都已经进入了银杏
叶最佳观赏期。“从历年的情况看，今
年成都银杏叶变色的时间与往年变
化不大，一般最佳观赏期都在 11 月下
旬至12月底。”

为何银杏叶的变色程度不一？

同样是银杏叶，比如三环路龙潭立
交附近的银杏叶比城中心一些小巷的更
黄；在九里堤某小区，并排的两株银杏
树，树叶变黄程度也存在差异。

成都市植物园高级工程师王莹介
绍，银杏树叶中含有较多的类胡萝卜
素，随着气温转凉，叶绿素开始分解，类
胡萝卜素就会占上风，叶片就会显示出
黄色。对于银杏树叶来说，温差越大，银
杏树叶变黄后越鲜艳。通常情况下，位
于开阔地带或风口路段的银杏叶，可得
到更多的日晒，夜间受冷风吹打，经受
的温差比其他地带的银杏叶更大，因此
变色程度更加明显。“同一株银杏树，树
叶颜色又会有差异，黄得更鲜艳的一
面，必定是经受的风吹和日晒更多。”

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领先者，早在1976年，沃尔沃
汽车便研发出了电动化技术
原型车。经过近40年的技术积
累，沃尔沃汽车对电动化汽车
技术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积淀
和长远考虑。为此，沃尔沃汽
车发布了面向未来的全球新
能源战略：全系车型将引入插
电混合动力 （E驱混动）；将
建立全新系列小型化电动车
型；于2019年将推出纯电动量
产车型；中期阶段，E驱混动
和纯电动车型将占总销量的
10%。

与此同时，沃尔沃汽车已
经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这一战
略。根据公司的产品布局策略，
沃尔沃汽车在60系和90系两大
系列布局E驱混动科技，并于
2012年发布V60E驱混动（柴

油版）。迄今，这款车已经在欧
洲累计销售超过18000辆，佐证
了沃尔沃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实力。现在，全新XC90T8
E驱混动和S60LE驱混动以混
动实力，助力沃尔沃汽车的品
牌复兴。

面向未来，为了在纯电动
汽车领域再次实现引领，沃尔
沃汽车已经对纯电动技术进行
了深度的调研与研发，旨在打
造适合用户需求、环保且全方
位表现卓越的新能源座驾。在
中国，早在2011年沃尔沃汽车
便与上海国际汽车城强强联手
开展沃尔沃C30电动车项目，
全面调研用户对电动车的需求
及使用习惯，助力电动化汽车
的技术革新，并推动中国新能
源汽车技术的发展。

（桑田）

沃尔沃E驱混动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创新科技
XC90T8E驱混动车型广州车展上市

继全新XC90在全
球成功上市后，沃尔沃
汽车携XC90T8E驱
混动 （TwinEngine
新能源版）强势登陆广
州。至此，沃尔沃汽车拉
开了全球新能源战略在
中国的序幕。

沃尔沃XC90T8
是沃尔沃全新XC90家
族的旗舰车型，是为更具
社会责任感的时代先锋
人物精心打造的北欧杰
作。此次上市的车型分别
为：T8个性运动（E驱混
动）版，售价1098000
元；T8智尊（E驱混动）
版，售价1228000元。
“作为沃尔沃汽车面

向未来全球新能源战略
的重要成果，E驱混动科
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未来，我们将在整个车系
中全面引入E驱混动，发
展到中期，E驱混动和纯
电动车型将占据沃尔沃
汽车总销量的10%。”沃
尔沃汽车集团全球高级
副总裁、亚太区首席执
行官拉尔斯·邓表示。

作为混动智能互联7座豪华SUV，
全新XC90T8续写了XC90家族的传
奇，为沃尔沃汽车开启了又一个“大
器心成”的新境界，带来完美融合超
级动力和清洁排放的创新体验。

E驱混动科技拥有 “先天优
势”，其动力总成平台在研发之初便
预留了电气化接口，让E驱混动系统
的发动机和电动机完美匹配，带来
强悍的性能表现。领先的发动机高
度整合了缸内直喷、双增压技术、双
顶置凸轮轴、四气门结构、高速气门
连续可变等先进技术，其最大功率
为235千瓦（320马力），峰值扭矩为
400牛·米。得益于此，配合同样表现
不俗的电动机，全新XC90T8E驱
混动变身“性能SUV”，最大系统功
率高达300千瓦（407马力），峰值系
统扭矩更是高达惊人的640牛·米，从
静止加速至100公里/时仅需5.6秒，
以中大型豪华SUV的身份进入了“5
秒俱乐部”。同时，这款车的综合油
耗仅为2.6升/百公里，二氧化碳排放
为63克/公里，在同等动力水平的豪
华SUV市场，居于领先位置。值得一
提的是，XC90T8E驱混动提供混
合动力、纯电、性能、越野、四驱、电量
保持、个性化7种不同的工况模式，将
豪华SUV的驾控感受推向新高度。不
同模式下，用户不仅能感受SUV的强
悍风格，还能尽享速度与激情，也能
根据出行情况合理规划电池的使
用，让出行更加环保且富有乐趣。

作为全新XC90家族中的一员，
XC90T8同样引领着“互联网+”
时代的智能汽车生活。Sensus智能车
载交互系统提供包括互联、服务、娱
乐、导航、控制在内的所有车载互联
功能，通过操作便捷、堪比平板电脑
的9英寸防眩光竖屏，让用户在车内
即可使用在线音乐、天气信息等基
于云技术的车载应用。而智能手机

应用--VolvoOnCall随车管家，
可以让驾驶者随时掌握车辆信息、
远程控制车辆或通过服务人员获取
帮助。带自动排队和转向辅助功能
的ACC自适应巡航系统，及升级版
PAP自动泊车系统，配合360度全景
摄像头，为消费者带来安全、便捷、
自由的高度自动驾驶体验。

打造车内纯净空气质量是沃尔
沃的独门绝技，全新XC90T8通过3
个环节为用户创造了纯净北欧空
气：“进”———IAQS车内空气质量
系统能有效过滤95%的PM2.5，配合
CZIS主动式座舱清洁系统，使车内
空气质量明显优于车外；“出”———
通过带有氧传感器的三元催化转换
器将有害气体排放降低90%以上；
“中间”———严格控制内饰挥发物，
并通过内饰排放材料和过敏原测
试，保证婴儿级安全选材标准，同时
严格把关车内气味，让车主尽享关
门北欧的健康氛围。

瑞典皇室用车、B&W殿堂级音
响，一流工艺和材质的高端装备，带
来了品位非凡的北欧豪华体验。全
新XC90T8传承经典的斯堪的纳维
亚设计风格，并融入了现代轻奢、未
来科技的设计元素，营造出充满自
信、优雅、艺术又别具一格的北欧新
格调。尤其是瑞士百年水晶品牌欧
瑞诗（Orrefors）专为全新XC90T8
精心设计的水晶换挡手柄，极致奢
华，彰显车主品位。
安全是全新XC90T8的又一代

名词：全球领先的交叉路口自动刹
车技术、路面偏离保护系统、由热成
型硼钢打造的笼式安全车身等全方
位安全解决方案，让这款车获得欧
洲NCAP权威碰撞测试机构的五星
评级，并刷新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
险协会（IIHS）安全评级的高分纪
录。

全新XC90T8E驱混动
———混动智能互联7座豪华SUV

沃尔沃
———新能源汽车的领先者

现场嘉宾合影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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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或良
AQI指数：36～66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以接
受，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
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异
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据四
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
都

今/多云间阴 9℃-15℃
偏北风2～3级
明/多云转小雨 8℃-16℃
偏北风2～3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5”第15321期
排列 3 直选中奖号

码：836，全国中奖注数9755注，
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83635，全国中奖注数56注，
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
票“七星彩”第15138期开奖号
码：5684177，一等奖0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5321 期 开 奖 结
果：286，单选7548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
注奖金346元，组选6，17335注，单
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5138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8、01、24、
16、19、02，蓝色球号码：11。一等
奖11注，单注奖金11032096元。二
等奖108注，单注奖金131401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1160191307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市植物园
下月发布腊梅观赏指南

此次公布的成都13处银杏观赏指南，
除详细说明了地点之外，还包括观赏地观
赏指数、是否要门票、周边配套设施甚至公
交车线路及下站的站名等详细信息。

“这些信息，都是工作人员跑出来
的。”成都市园林局造林与产业处处长骆
丹说。今年11月中旬，成都市园林局下属
的成都市植物园工作人员，拿起相机到银
杏叶较集中的地方，通过踩点、观察和拍
照等方式，将银杏叶实时情况记录了下
来。对于成都主城区外的区（县）、市，植物
园工作人员会将一份“花卉观赏指数填报
表”发送给当地的园林部门或景区，根据
对方填写的资料，骆丹说，如果填报资料
中达到了观赏级别，植物园工作人员将到
现场进行复查。

11月20日，成都市植物园工作人员经
过分析，成都主城区以及都江堰、金堂、大
邑、双流等地，银杏叶已达到了观赏级别，
因此实时发布了观赏指南。据骆丹介绍，12
月初，植物园工作人员将对成都腊梅观赏
地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及时发布。

45种花木纳入观赏调查
观赏指南每月都有

今年上半年，成都市公布了《关于打造
赏花基地推动赏花旅游发展赏花经济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成都将
首批重点打造18个赏花基地，通过3~5年
时间将其中有条件的基地创建为“全国乡
村旅游示范基地”或A级旅游景区。

成都市园林局造林与产业处处长骆
丹说，基于这个背景，市园林局制定出了
成都市四季赏花观景指南工作方案，收集
全市植物种类、分布、季相变化等资料，制
作发布四季赏花观叶指南。

根据成都分布的花木习性和区域，目
前初步纳入调查的观赏花木种类达到了
45种，成都市植物园参照四川省林业厅旅
游中心制定的“花卉观赏指数”和“果实观
赏指数”分级标准，以及省林业厅制定的

《四川省红叶指数发布管理办法》中的“秋
叶观赏指数分级”标准，发布花木观赏指
南，骆丹介绍，春季赏花、秋季观叶时节采
用半月发布一次，冬季、夏季每月发布一
次，特定节日前实时发布。

今后，市民可通过成都市林业和园林
管理局政务微博、官方网站中“四季花木
观赏指南”查阅实时花木观赏信息。

成都市植物园

电子科技大学
及市区道路

四川大学

动物园

易园

都江堰道路
银杏景观

川农大都江堰校区

大华园林

银榕园

白岩寺

神仙树公园

百花潭公园

人民公园

全市13处
银杏观赏地

彩虹桥附近，市民在锦江边拍摄银杏电子科技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已经黄了很多，引来不少市民拍照

制图 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