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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动力操控
释放K4驾控激情

提到K4，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关键词一

定是商务、稳重、高贵、典雅。K4搭载了三套动力总

成，除了1.8L和2.0L两款自然吸气式发动机外，还装

备了更为强悍的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1.6T-GDI

涡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三大核心尖端技术，即高性能

涡轮增压（Turbo）、缸内燃油直喷（GDI）和连续可变

进排气门正时技术（DVVT），能有效提高发动机的动

力性能、降低燃油消耗和减少排放。K4 1.6T车型最

大输出功率达到 175 马力，峰值扭矩达到 265 牛米，

发动机在低转速时涡轮即开始介入，动力爆发更快，

起步提速更高效，加速性能更优秀。

东风悦达起亚
产量突破400万辆

2016 年 2 月 24 日，东风悦达起亚正式宣布企业产

量突破 400 万辆，骄人成绩震撼车界。距突破 300 万辆

产量目标仅仅 19 个月，东风悦达起亚为何能够再创百

万量成绩？究其原因，品牌旗下 K 系列精品车型和

SUV 车型的持续畅销，以及广大顾客一直以来的大力

支持和充分信赖，成为企业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不竭

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东风悦达起亚全新 SUV KX5 也

在 3 月 10 日革新上市。未来将通过全面进化的革新设

计与卓然出众的非凡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标杆级城市

SUV 的优越驾乘体验。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企业产

品阵线，为下一个百万产量的达成再添动力。

智耀不凡

盐城试驾东风悦达起亚新K3
2016 年 3 月 20 日-23 日，东风悦达起亚新 K3 全国

媒体试驾会在江苏盐城盛大举行。在东风悦达起亚第

三工厂专业赛道，媒体体验到了新 K3 1.4T 发动机所带

来的速度与激情；在盐城春日美景中，感受新 K3 的全新

风采。新 K3 拥有 1.4T 及 1.6L 两种动力总成，兼具高性

能、高输出与耐久性的优势。1.6L 发动机搭配 6 速手动/

手自一体变速器，其中手自一体变速器为全新升级的第

二代 6 速变速器，可以实现最大功率 128Ps，最大扭矩达

156N·m。而首次在东风悦达起亚车型中亮相的 1.4T 发

动机，搭配使用 7 速双离合变速器，最大功率 130Ps，最

大扭矩 210.8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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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劫飞机 网传劫机者照片

为爱劫机？埃及男子见前妻后投降
埃及民航部：爆炸物腰带是假的

当地时间3月29日，埃及航空公司客机MS181在从亚历
山大飞往开罗途中遭遇劫持。劫机者告诉飞行员他穿了炸
弹腰带，并命令飞行员90度调转航向，飞往塞浦路斯的拉纳
卡市。目前还不清楚劫机者是怎么接近飞行员的。埃及航
空副总裁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劫机者没有进
入过驾驶室。

据当地警方消息，客机于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半起飞，预
计七点一刻抵达目的地开罗，但飞行途中被劫持。当地时间
8点50分，被劫航班降落塞浦路斯拉纳卡国际机场。

据埃及民航部消息，该架客机共载有55名乘客和6名机
组人员。

劫机者最开始释放了机上的妇孺，此后陆续释放机上的
其他埃及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他还一度留下机上的4名
西方乘客，但随后也陆续释放。现场视频报道显示乘客走下
飞机时并不十分惊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引述
埃及总统发言人尤萨夫称，劫持埃航客
机的是埃及人赛义夫·穆斯塔法，并非
拥有埃及和美国双重国籍的易卜拉欣·
萨马哈。

此外，塞浦路斯外交部方面也表
示 ，劫 机 者 系 赛 义 夫·穆 斯 塔 法 ，现
年 59 岁。截至发稿时，穆斯塔法是何
身份还不清楚。

媒体最初披露称，劫机者姓名为易
卜拉欣·萨马哈，现年 27 岁，并报道称
其就读于美国亚特兰大大学医药专
业。但后来又有消息称，他并非美国大
学生，而是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的一名兽
医学教授。

被冤枉的易卜拉欣后来对媒体说，
自己只是普通乘客。“我们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易卜拉欣说：“在飞机上机组
人员收走了我们的护照，这对民航班机
来说是很奇怪的举动。过了一会儿，我
们发现飞机高度在升高，然后被告知飞
往塞浦路斯。一开始他们说是飞机故
障，后来我们才知道被劫持了。”

B 劫机者究竟何人？
□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等

29日，埃及航空公司一架载有约60名乘客的客机遭劫
持，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降落。塞浦路斯当局称，客机遭
劫持事件已经结束，劫机者被捕，机上人质全部获释。据中
国外交部领保中心提供的消息：经中国驻埃及使馆向埃及民
航部了解，机上没有中国公民。

A 劫机是怎么发生的？

C 劫机是与女人有关？

劫机者的前妻居住在塞浦路斯拉纳卡。劫机者
在飞机降落后表示，他希望见到自己的前妻，并交给
谈判人员一封4页长，用阿拉伯文写给前妻的信。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此后确认，劫机
者是出于个人动机而非恐怖主义。另据报道，劫机
者在谈判中提出寻求“政治避难”。在他提出见前
妻要求后，警方把他的前妻接到机场。塞浦路斯政
府方面已经排除恐怖主义嫌疑。《每日邮报》报道
称，劫机者是为了见住在塞浦路斯的前妻才劫持飞
机，埃及一名部长骂这名劫机者，“他不是恐怖分
子，是一个蠢货！”

而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与欧洲议会主
席马丁·舒尔茨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一切总是与女人有关。”

据报道，劫机者要求埃及政府释放所有女性囚

犯，并要求与欧盟高级官员会面，以寻求政治避难，或

被允许飞往其他国家。

据CNN报道，劫机者从未在机上发表演讲，而是

一直在飞机的后部，给机组人员下达指令。

塞浦路斯国家电视台直播电视画面显示，当地

时间15时左右，劫机者双手举过头顶走出机舱，步下

舷梯，并随后被部署在被劫客机周围的塞警方人员

带走。

目前尚不清楚其劫机动机。埃及官方媒体中东

社报道说，此人曾经有偷窃和伪造文件的前科。

D 飞机上有爆炸物吗？
据埃及官方消息，劫机发生时，埃及航空部门怀

疑飞机上可能没有爆炸物。有未经官方确认的照片
显示，一名男子腰间缠着爆炸物。但塞浦路斯和埃
及官方均对劫机者持有爆炸物表示怀疑。

当劫机者被逮捕后，塞浦路斯外交部官员对媒
体表示，劫机者状态“并不稳定”，但身上并没有携带
爆炸物。

埃及民航部发表声明称，塞浦路斯警方检查了
劫机者身上的爆炸物腰带，发现其中不含有爆炸
物。声明称：“塞浦路斯安全部门确认，劫机者所带
的爆炸物腰带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