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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核心技术，发动机一直制约
着中国汽车品牌的发展。近期，一款
自主品牌的发动机面世，其技术却可
以媲美世界先进发动机。

2017 年 6 月 6 日，奇瑞第三代高
性能发动机 1.6TGDI 汽车发动机下
线仪式在芜湖奇瑞第三发动机厂隆
重举行。这是继 3 月 21 日奇瑞刚刚
发布一款热效率达到 37.1%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后的又一款新品，
其 基 础 功 率/扭 矩 就 已 经 达 到
140kW/275Nm，主要技术性能已达
到或超越了一些国际豪华品牌的同
级别发动机，可以说是中国品牌在
发动机核心技术领域的又一次重要
突破，代表了目前国内汽车动力技术
的领先水平。

此 次 下 线 的 是 一 台 基 础 版
1.6TGDI发动机，将来还会有基于此发
动机衍生的一台1.2TGDI三缸发动机

和一台1.6TGDI高功率版发动机面世。

黑 科 技 使 动 力 性 能
“完爆”国际豪华品牌同级
发动机

奇瑞第三代高性能发动机众多“黑
科技”加持为其带来强劲的动力体验。
动力方面应用了数十项全球最新技术，
其搭载的奇瑞 iHEC（智效）燃烧系统，
应用了包括高强度滚流进气系统、200/
350bar 高压供油系统、90 毫焦高能点
火系统、第三代智能控制系统，以及智
能高效清洁燃烧系统等顶尖技术，使得
发动机具备大扭矩、低油耗、排放低、噪
音小等优势特征。

该款发动机最大功率输出达190马
力，输出动力扭矩峰值达275N﹒m，升功
率达到87.61kW/L，可媲美3.0L六缸自然
吸气发动机的水平。酣畅淋漓的充沛动力
体验，宽广的扭矩输平台，以反应快速的优
势，使得奇瑞第三代发动机主要动力性能
指标已远超国内同级别发动机水准，甚至
超越了部分主流合资品牌发动机。

国内首款排放达“国
六”标准的中国品牌直喷
发动机

在能效方面，奇瑞依托创新驱动提
升核心竞争力，成功构建了国际领先的

“V”字型的动力总成正向开发体系，不
断优化提升系统集成技术，使得发动机
能效获得大幅提升。

奇瑞第三代高性能发动机通过应用
配气正时系统、曲柄连杆机构、润滑系
统、附件系统以及冷却系统等六大先进
技术，有效降低了发动机各部分的摩擦
损失，大大提高了发动机的能效，拥有行
业最高水平的热效率，甚至达到混合动
力发动机的水平。

经测试，搭载奇瑞 1.6TGDI 发动机
的奇瑞下一代车型，在实现极佳动力性
的同时拥有良好的经济性，其综合工况
百公里油耗达到低于6.3L /百公里的行
业领先水平。

在燃烧系统层面，其率先应用了直
筒型高滚流进气道、mask 燃烧室、高压

直喷系统以及高能点火系统等，在提高
系统稳定性、燃烧充分性的同时，实现了
更少有害物质排放的目的。由此，奇瑞
三代发动机也成为自主品牌首台满足国
六排放法规的直喷发动机。

在轻量化技术上，奇瑞第三代发动
机在新材料应用了压铸技术全铝合金缸
体，同时，大量采用模块化集成设计和结
构拓扑优化等新技术，使得发动机重量
比国内同等排量发动机轻了30kg，在带
来更为卓越的动力体验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了其燃油经济性。

冷却系统方面，其应用的新型开关水
泵，在减少热量损失的前提下，暖机速度
提升20%左右，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比较才能看差距

数据显示，低功率版的奇瑞1.6TG-
DI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 140kW，已经
超 过 大 众 1.8T 的 EA888 发 动 机 的
132kW，而 高 功 率 版 的 最 大 功 率 为
160kW，仅 仅 略 逊 于 大 众 2.0T 的
EA888 的 162kW，另外宝马 2.0T 的最

大功率为 185 kW，奔驰 2.0T 的最大功
率为180 kW。

毫无疑问，仅从参数上来说这款
新发动机已经具备了挑战主流 2.0T 发
动机的实力，其在未来将全面配备在
奇瑞 3.0 产品上，而首款搭载该发动机
的新车——M31T（SUV）将于 2018 年
上市。

事实上，作为以研发和生产汽车发
动机起家的奇瑞汽车，在动力研发领域
有着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拥有大量

的专利技术。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奇瑞在动

力技术领域共申请专利 1749 项，其中
发明专利 822 项，位居国内汽车行业前
列。除了在汽车发动机领域的核心技
术优势，奇瑞还是中国品牌唯一一家具
有制造飞机发动机技术的车企，目前奇
瑞公司正在为欧洲一家著名的小型通
航飞机公司开发一款 2.0L 高压共轨航
空基础发动机，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
誉。 来源：互联网热点

奋进中的中国发动机

在新疆，农林工作者再不必花上
10 天的时间，翻山越岭到天山的另一
头，只为了看清一块草地的长势；在宁
夏，对贫困户进行扶贫搬迁时，决策者
在照片上可以很清楚找到哪里是合适
的落迁地点；在北京，水利专家可以把
大范围流域的汛情看得更清楚，问题
解决得更充分⋯⋯

这一切的改变，都得益于近些年

我国深入实施高分专项。高分专项也被
称为“天眼工程”，自2013年高分一号卫
星发射以来，高分二号、高分四号、高分
三号等高分系列卫星陆续发射。这意味
着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对地
观测系统。

致广大而尽精微
在人造卫星领域，通信、导航、遥感

是卫星应用最主要的三大方向。高分系
列卫星都属于遥感卫星，是帮助人们从
天上观测地面和海面的眼睛。

2013 年 4 月，高分一号卫星成功发

射，它是高分专项工程的首发星，4 天
即可完整观测地球一遍，科研人员称其
是大宽幅成像。

2014 年 8 月，高分二号卫星成功发
射，它比高分一号卫星看得更清晰细致，
空间分辨率优于 1 米，它将中国遥感卫
星空间分辨率带进“亚米时代”。

2015 年年底发射的高分四号卫星比
较特殊，不像高分一号和高分二号卫星那
样在600至700公里的近地轨道环绕地
球“奔跑”，而是处在距地3.6万公里的地
球同步轨道上相对地球静止运行，可以对
某一目标区域持续进行观测，如此的高
度，拥有50米空间分辨率实属不易。

高分三号卫星于 2016 年 8 月发射，
它是一颗微波雷达成像的遥感卫星，具有
全天时、全天候的成像能力，不管白天或黑
夜，也不管晴空或雷雨多云，都可以随时对
地成像，尤其适合于防灾减灾的应用。

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高分卫星，仿佛一只只“天眼”，正在

越来越多的区域和行业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国土、林业、农业、气象、水利、减灾、
住建、统计、扶贫、旅游⋯⋯一切与国计民
生相关的领域，都渐渐有了它们的身影。

高分二号的主要用户包括国土资源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林业局等单位。在
土地执法检查工作中，国土资源部可以
依据高分二号卫星遥感图片清晰掌握目
标土地利用的真实情况。未来，还将实
现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矿产资源开发多
目标遥感调查与监测等。

通过对高分卫星数据的应用，新疆
在湿地保护、油田生态安全、水资源利用
等方面成果显著。据了解，通过使用高

分数据，新疆各有关部门已经完成了近
30 年艾比湖流域耕地及水域等生态环
境变化监测、乌鲁木齐工业园区近10年
园区建设情况等分析报告。

在宁夏，高分卫星在精准扶贫工作
中大显身手。通过高分数据，农业部门
的专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地的边界、土
地的坡度等，以此制订农地种植规划，实
现农地生产最优化，农民得以增收。

基本摆脱对国外数据的依赖
随着高分专项的深入实施，国内市

场上国外卫星数据价格大幅度降低，分辨
率低于两米的国外卫星数据已基本退出

国内市场。而在以前，我国的高分辨率遥
感卫星数据主要从国外购买。购买一景
数据的价格，高的要3万多元，平均下来也
要1万元左右，而且数据不自主、不可控。

4 月 17 日，国防科工局发布《2017
中国高分卫星应用国家报告》，标志着高
分卫星应用国家整体能力的初步形成。

《报告》指出，高分专项先后支持北京、新
疆、广西、西藏等28个省区市设立了省级
高分数据与应用中心，截至目前，累计向
各地区分发高分卫星数据35万景。国防
科工局副局长吴艳华说，高分卫星数据已
进入重点行业主要业务，数据自给率达
80%，基本摆脱了对国外的依赖。

此外，高分卫星还促进了国际合
作。中国国家航天局曾应亚太空间组织
的请求，及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该国地
震灾区高分一号卫星的影像数据。

来源：光明日报

“天眼”探空惊艳全球

财经 资讯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了25个
外汇违规典型案例，严厉处罚企业虚构
贸易背景逃汇、个人非法买卖外汇、银行
纵容虚假交易等外汇违规行为，总计处
罚没款达3385.54万元人民币。

严惩的背后，折射出外汇管理部门
加强监管、整顿市场乱象的决心，有力地
防范了外汇市场的风险，维护了金融外
汇市场的稳定。

企业虚构贸易逃汇
监管严审核重惩处

外汇交易真实、合法是外汇管理的
基本要求，但总有不法企业挖空心思构
造交易背景逃汇，导致外汇非法流出，造
成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通报显示，2015年7月至9月，捷汇
通（天津）贸易有限公司编造采购合同，
虚构进口贸易，以“预付货款”名义对外
支付 4825.78 万美元，造成大额外汇资
金非法流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规定，
该公司被处以罚款 606 万元人民币，成

为此次通报中被处罚金最高的企业。
通报案例中虚构贸易逃汇的企业不

止一家，包括日照天桥、三锦石化、元捷
贸易等在内的6家企业通过虚构转口贸
易进行逃汇，共造成近8000万美元的外
汇非法流出，同样受到监管部门的重罚。

相关管理部门人士表示，外汇局为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简化审核单证要
求，但简化单证不是放弃真实性审核，一
笔真实的贸易资金收付，必须有真实货物
流和资金流，否则将受到严厉查处。

个人非法转移资金
监管细申报明责任

我国对于个人具有真实、合法需求
的经常项下个人购汇不予限制。但近些
年，个人非法买卖外汇、向境外非法转移
资金的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不少人
违规购买境外投资性保险、境外购房等，
这迫使外汇管理部门进一步细化个人购
付汇申报内容，强化真实性审核，加大对
个人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通报显示，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祝某为逃避监管，将1291.4万港元通过
地下钱庄兑换并转入境内本人人民币账户，
涉及金额1034.74万元人民币，构成非法买

卖外汇行为，被处罚款36万元人民币。
个人非法转移资金不仅会遭受金钱

处罚，有时还将面临牢狱之灾。外汇局通
报称，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1 月，陈
某等 4 人以本人及亲戚朋友名义，办理
100多张银行卡，在澳门提取港元现钞，
再私下卖给当地商户或赌场，涉及金额
4.76 亿元人民币。陈某等 4 人不仅被处
罚金30万元人民币，还因以非法经营罪
被判有期徒刑3年至5年。

此次通报的 9 名个人案件中，有 6
名个人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其
中最高处罚金额为181万元人民币。

相关管理部门人士表示，被确认拆
分购汇、办理可疑结售汇交易的个人，或
被纳入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这
意味着两年内不再享有5万美元的个人
便利化外汇额度。

银行把不好“关口”
责令停止相关业务

银行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重要渠
道，应把好“关口”，但在利益面前，部分
银行把控不严、内控缺失，未能将真实性
审核职责落到实处。

通报显示，2016年5月至7月，宁波

银行上海张江支行在企业提交的海运提
单均为复印件，收货人名称与该企业不
一致，不能证明该企业拥有相关货权和
真实转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未对转口
贸易及单证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尽职审
核，为该企业办理转口贸易付汇4笔，金
额合计 9217.69 万美元。监管部门不仅
对该支行处以 100 万元人民币罚款，更
责令其停止经营对公售汇业务1年。

在通报中，宁波银行、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恒丰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支机构
被“点名”，并受到处罚。这些机构有的对
企业提供虚假单证、重复使用单证等未
进行真实性审核，有的为企业办理虚假
转口贸易购汇、配合企业非法套利，有的
为企业办理虚假贸易融资⋯⋯

更有甚者，有的银行分支机构负责
人和员工直接参与个人分拆购付汇。民
生银行三亚分行16名行员出借个人购汇
额度帮助该行负责人汪某及朋友购汇汇
往境外账户，合计办理18笔购汇业务，金
额81.08万美元，最终受到罚款100万元
人民币，停止对私售汇业务1年的处罚，
并对该行负责人汪某罚款 50 万元人民
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据新华社

罚没3000多万元警醒违规者
外汇局对市场乱象“亮剑”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再现“煤
飞色舞”行情，钢铁、有色金属、煤炭
板块出现在涨幅榜前列。受此带
动，沪深股指低开高走、双双温和收
红，但两市成交未能有效放大，总量
降至4600亿元以下。

当日上证综指以接近全天最高
点的 3279.46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
日涨 17.38 点，涨幅为 0.53％。深
证成指走势与沪指相似，收盘报
10451.08 点，涨 89.85 点，涨幅为
0.87％。创业板指数涨 0.74％，收
报 1732.43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6960.84点，涨幅为0.69％。

沪深两市 2200 多只交易品种

上涨，远多于下跌数量。不计算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30多只个股
涨停。沪市两只新股挂牌上市，首
日涨幅均为约44％。

钢铁板块表现抢眼，录得逾
4％的较大涨幅。有色金属板块涨
幅也接近 3％。出现在涨幅榜前列
的还包括酿酒造酒和煤炭板块。券
商保险、银行、石油燃气三大权重板
块逆势收跌，跌幅都比较有限。

近期资源价格上涨，对部分资
源类个股形成利好。在金属、煤炭
等板块的强势带动下，A 股大盘也
暂别近期调整势头。

据新华社

沪深股指低开高走

南昌市房地产信息网近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份南昌市市
区商品住宅销售3363套，同比下降
42％，比 6 月份环比上涨 11％；面
积 36.33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0％，
与 6 月份环比上涨 8％。非住宅成
交12.41万平方米，环比下降53％，
合计1525套。

相比之下，南昌市市区二手房
交易总量同比降幅较小。今年 7
月，南昌市市区二手房住宅交易
2481套，面积23.46万平方米，较上
年同比下降 7％和 5％，与 6 月份环
比下降 11％和 13％。非住宅项目
销售1.84万平方米，合计120套。

新华社南昌8月7日电

南昌：

7月份市区商品住宅
销售面积同比降50％

尽管新股申购仍“一签难求”，但打
新收益率却持续下降。

上周以来，岱美股份、电连技术在上
市第三天便宣告打开“一字涨停板”，涨
停板数量迅速减少，显然新股赚钱效应
已不断减弱。而这背后有着怎样深层次
的原因呢？除了 IPO 常态化对市场的影
响在显现，还有哪些因素对当下新股“不
败神话”产生着冲击？

新股加速打开“一字涨停板”已有常
态化的趋势，特别是近期，新股多个持续
性封住涨停板已越来越难，上市仅收获
3 到 4 个涨停板已成为普遍现象。8 月 1
日，岱美股份在上市第三天打开“一字涨
停板”；8月2日，新股电连技术被巨量卖
单砸开涨停板，直到 13 点 47 分后才重
新封板，上市仅三天，大量资金便急匆匆
地选择获利退出。

就目前的 A 股市场而言，上市新股
连板数量不足10个已成为普遍现象，据
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统计，今年 5 月份
以来合计发行 104 只新股，连续 6 个以

内 涨 停 板 的 新 股 超 过 36 只 ，占 比
34.6%。而在 2016 年的新股上市表现
中，涨停板数不超过 5 个的新股仅 14
只，占全年新股总数的6.17%。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 7 月份，新股
上市后涨停板数量少于 6 个的明显增
多，其中英博尔5个“一字板”就开板，英
科医疗、中科信息分别获得了4个“一字
板”涨停，禾望电气、东方嘉盛则分别获
得了 3 个“一字板”涨停，大参林则是在
收获 2 个“一字板”后就开板。而岱美股
份、电连技术则只享受了一个“一字板”
后就开板。

对此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告诉记
者，从新股的“连板”天数来看，今年新
股最好行情在 2 月份，自此以后，新股
的赚钱效应大减。这是市场回归理性的
表现，毕竟在当前以业绩、估值为主线
的市场中，新股上市后动辄被炒到几十
倍甚至上百倍市盈率，是与市场相背不
合逻辑的。

深圳前海乾元资始总经理李宝告诉
记者，在当前蓝筹股走高、中小创题材股
估值回落的背景下，新股上市后定价不
会再高得离谱，筹码很容易出现松动。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

上市三天就“破板”——

新股“不败神话”正褪色

上证综指 3279.46 +17.38 +0.53％
深证成指 10451.08 +89.85 +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