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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大 措施实 含金量高

多地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广汽本田全新雅阁震撼上市
锐·T动车型售价16.98万-25.98万元

近日，多地公布“十四五”时期
住房发展规划。《上海市住房发展

“十四五”规划》明确，将新增供应保
障性产权住房约23万套。广州提
出，到2025年，全面完成66万套保
障性住房建设筹集任务。广西提
出，力争“十四五”期间新建保障性
安居工程39.42万套，建设面积达
3028万平方米，包括公共租赁住房
6.26万套、棚户区改造33.16万套，
且年均发放租赁补贴规模保持在8
万户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地住房发
展规划中，都提出大力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上海提出“十四五”期间
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
（间），约占住房供应总量的40%。
广东提出“十四五”期间筹集建设保
障性租赁住房74.05万套（间）。江
苏提出“十四五”期间将新增保障性
租赁住房20万套（间）。广西提出
今年将建保障性租赁住房1.39万
套。武汉市拟规定中心城区新建商
品房按6%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层面的住房
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的住房
保障体系将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据了解，保障性租赁住房面向
的对象与公租房不同，主要解决进
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
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这些
新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大城市就业，
不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收入条件，保
障性租赁住房可以成为新市民和青
年人解决居住问题的选择。通过保
障性租赁住房解决了阶段性住房困
难后，当这部分人群有一定的积累
和能力，但是仍然难以购买商品住
房时，政府安排共有产权住房的供
给，通过拥有部分产权，使得他们能
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住房，改善居住
条件。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点，进一步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

的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
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
表示。

据介绍，今年10月底前，城市
人民政府应确定“十四五”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制定
年度建设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新
市民和青年人多、房价偏高或上涨
压力较大的大城市，在“十四五”期
间，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占新增住
房供应总量的比例应力争达到30%
以上。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将
给予更多支持。倪虹介绍，《关于加
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提
出了六方面政策，可以说力度大、措
施实、含金量高。

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支持政
策。对于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企事业单位自有土地、产业园区配套
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非居
住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都
给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支持。二
是简化审批流程。利用非居住存量

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
租赁住房，可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有
关部门联合审查建设方案，取得保障
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由相关部
门办理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
等手续。三是中央将对符合规定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给予一定
的补助。四是降低税费负担，利用非
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
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项目认证书
后，比照适用住房租赁增值税、房产
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五是执行民用
水电气价格。六是进一步加强金融
支持。支持银行业机构以市场化方
式向保障性租赁住房自持主体提供
长期贷款，在实施房地产信贷管理时
予以差别化对待。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严荣表示，全面落实这些含金量高
的措施，继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力度，有助于新市民、青年人在
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租得到、租得
起、租得近、租得稳、租得好。

（据新华网）

10 月 9 日 晚 ，在“DROP
THE BEAT超感带动”广汽本田
全新雅阁（NEW ACCORD）上市
发布会上,全新雅阁（NEW AC-
CORD）携全面进阶的产品力焕新
出发，震撼上市！新车涵盖两大动
力产品阵营，共9个版本：锐·T动
车型售价16.98万-21.58万元，整
车可享“三年或十万公里”的保修
政策；锐·混动车型售价19.98万-
25.98万元，整车可享“三年或十万
公里”以及动力电池“十年或二十
万公里”的双重高标准保修政策。
本次全新雅阁（NEW ACCORD）
上市发布会创新采用“线上直播+
线下联动发布”的形式进行。

智能车机系统是本次全新雅
阁升级的核心亮点，其内置的
Honda CONNECT 3.0智导互联
系统以“更多面互联”“更贴心助
理”“更智能成长”为愿景，实现了
语音助手、车家互联、手机远程控
制和OTA在线升级等全新功能。

拓展功能方面也是本次Hon-
da CONNECT 3.0智导互联系统
的一大亮点。通过唤醒内置的天猫
精灵，用户可以轻松点外卖，还可实
现对智能家电的远程控制，例如

“打开扫地机器人”“打开家里的空
调”，系统将即刻启动远程家居互
联，出行与日常生活无缝衔接。

为了让用户能享受到更舒心
便利的驾驶辅助体验，系统导入了
Honda首发的TJA功能，TJA功
能与 ACC 主动巡航控制系统配
合，可实现全速域的操舵辅助，特
别是在低速拥堵情况下，车辆能通
过摄像头和雷达，感应前方车辆和
行车线，实现自动跟随前车并保持
在车道中间行驶，降低用户的驾驶

负荷。
全新雅阁（NEW ACCORD）

搭载Honda两大王牌动力系统：
SPORT HYBRID（锐·混 动）和
SPORT TURBO（锐·T 动），并通
过调校升级，满足年轻人对Honda
极致驾控性能的更多想象。

电机驱动，更混动。作为历经
多年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的动力

“成果”，Honda i-MMD混动系
统曾三次荣获全球著名的沃德十
佳发动机大奖，备受行业权威认
可。全新雅阁（NEW ACCORD）
锐·混动搭载第三代i-MMD双电
机混合动力系统，该系统由一台
2.0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和双电
机 组 成 ，综 合 最 大 功 率 可 达
158kW，电机最大扭矩可达315N·
m，同时拥有三种工作模式，即纯
电模式、混合动力模式、发动机直
驱模式，兼顾高效能与高性能。本
次 全 新 雅 阁（NEW ACCORD）
锐·混动驾控性能再度优化升级：
一方面，通过优化踩油门时的电机
扭矩控制，SPORT模式下可以实
现更迅猛的加速反应；另一方面，
优化电池能量管理控制，通过强化
发电时发动机声音和加速感的联
动，提升车辆整体驾驶质感，带来
人车合一的畅快操控体验。

全新雅阁（NEW ACCORD）
锐·T动，搭载1.5L VTEC直喷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全 系 升 级 为
260TURBO版本，最大功率143kW，
最大扭矩260N·m，并进一步强化
运动性能：采用新的发动机控制
逻辑，油门踏板应答性提高，实现
更流畅的加减速控制，同时改善
发动机音色，带来更丰富的驾驶
乐趣。 （小志）

10月9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长轴距C级车于珠海区域焕新亮
相。全新长轴距C级车以化繁为简
的弧线曲面与数字豪华的前卫质
感，焕发出“新豪华主义2.0”的运动
美学气质。全系标配的12.3英寸数
字仪表屏与11.9英寸高清中央触控
屏等超强配置，结合第二代MBUX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所搭载的40款
生活应用，将座舱进化成智慧出行
终端；包括专属设计、后排升级、驾
乘调校等20项中国豪华增配，全面
助力全新长轴距C级车开创“中国制
造，专属中国”的豪华“舒适区”，将细
分市场的豪华定义再次越级拓展至
全新高度。此次全新长轴距C级车
共推出4款上市车型，建议零售价为
32.52万元至36.92万元不等。

车内，重新布局的仪表台纵横
有致、曲直相宜，12.3英寸数字仪表
屏和11.9英寸高清中央触控屏采用

悬浮式设计，垂瀑式中控屏以优雅
的弧形曲线与中控台流畅衔接。全
新长轴距C级车首次采用了以驾驶
员为中心的内饰设计，中控屏向驾
驶员倾斜6度。“浮岛”造型的座椅
按键区及车窗按键区等大量悬浮式

操控组件，更将功能性与设计感完美
融合，其中“星环出风口”创新嵌入64
色环境氛围灯带，营造出如同神秘星
环的光影氛围，再结合精妙入微的脱
敏镀铬工艺以及特别调校的旋钮阻
尼质感，细节之处皆为豪华。

全新长轴距C级车搭载了梅赛
德斯-奔驰最新集成化与模块化的直
列四缸发动机M254，其采用的ISG
集成式启动发电机技术，带来启动
静、加速顺和油耗省“三位一体”的驾
驭体验：在车辆启动瞬间，ISG迅速
响应，大大降低了启动时的抖动与
噪声；在加速阶段，ISG转化为助力
电机，与涡轮增压发动机相匹配协
作，为车辆提供额外动力输出，带来
顺畅的提速体验；在减速滑行时，ISG
转化为发电机，回收能量为电池充
电，从而带来出色的燃油经济性。全
新发动机拥有两种动力输出，C 200
L运动轿车最大输出功率为125+15
（ISG）千瓦，最大输出扭矩为250+
200（ISG）牛·米；C 260 L运动轿车/
轿车及C 260 L皓夜运动轿车最大
输出功率为150+15（ISG）千瓦，最
大输出扭矩为300+200（ISG）牛·
米，百公里加速仅为7.7秒。 （林音）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C级车上市

化繁为简 焕发运动美学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