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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月29日-5月3日

地点：沈阳国际展览中心（苏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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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拉克签约五一车展500m 豪华馆展位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亮相车展

特价车、
低价车、
底价车满满的都是诚意

4月13日，豪华品牌凯迪拉克与2018中国
（沈阳） 国际汽车博览会组委会正式签约，携
厂家精美展具预定了500平方米的豪华馆展
位。沈阳汽贸集团凯迪拉克品牌总经理栾永
政与华商晨报副总编、五一国际车展组委会
秘书长晁中伟代表双方签字。
凯迪拉克品牌将以最强阵容参加本次车
展，
同时针对车展拿出今年到目前为止最诚意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发售，特价
的促销政策，
车、
低价车、
底价车一次性让利消费者。

详情早知道
时间：2018年4月29日~5月3日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限量发售

凯迪拉克XTS
全新一代凯迪拉克XTS被定义为：新美
式格调轿车，XTS共有三款车型，提供五种车
身颜色和三种内饰颜色。本次车展凯迪拉克
XTS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最高优惠可达4.
5
万元，更享2年免息及多种灵活贷款方案。
全新一代XTS率先在整车设计语言中融
入最新ESCALA概念车前瞻设计理念，并依
托上汽通用汽车最新一代车联网技术，搭载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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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辽宁省汽车流通协会

金融服务提供商：要买车到建行。建行辽宁省分
行购车分期贷款助您提前实现新车梦
沈阳汽贸集团凯迪拉克品牌总经理栾永政与华商晨报副总编、
五一国际车展组委会秘书长晁中伟代表双方签字 ■华商晨报记者 蔡敏强 摄
广角倒车影像等丰富的豪华舒适和人性科技
配置，再次诠释了凯迪拉克豪华新体验。
凯迪拉克XT5
凯迪拉克XT5被 定 义 为“ 新 美 式 都 会
SUV”，可见其调性非凡。本次车展凯迪拉克
XT5116周年升级限量版最高优惠可达7万
元，更享18期免息及多种灵活贷款方案。
XT5这款车除了具备一款SUV所必备的
元素外，
还具有强烈的新美式特征，
而这些特征
又具有怎样的竞争优势？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虽然拥有大尺寸大空间，
但却有着无与伦
比的精致感。首先，
凯迪拉克XT5这款车具有
4812×1903×
同级中当之无愧的“大块头”
，
1680
2857mm的轴距，作
（mm）的整车尺寸，
为一款中型SUV，足以傲视同级。凯迪拉克
XT5不仅仅是一款豪华SUV，
更重要的是其设
计、
操控以及配置都非常贴心。这款车将美式
装备和美式科技集于一身，
通过最先进的技术
的应用，让我们能感受到，其实SUV也可以有
轻松、
细腻的驾乘感受。

!车展助威活动

第二届辽沈宠物节
将与五一国际车展
同期举行

XT5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

车展期间购车尊享16888元专属升级礼遇
专属升级礼遇 8888元
车展期间订购116周年升级限量版车辆，
尊享8888元新年贺岁礼包，
（足浴盆、羽丝被、
电饭煲、
锅具套装）让您畅享品质生活。
用车无忧礼遇 8000元
车展期间订购116
周年升级限量版车辆，
尊
享40000
万公里无忧保养及售后维修基金，助你
用车无忧，
畅享风范。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果园

CT6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杨晓明）由 村，泰宸、谟家热泵、浑河闸（双电源此路
于计划停电，本周将影响沈阳包括和平、 电源）、
后漠小区
沈河、皇姑、铁西等多个区域正常供电，最
停电时间：
!月")日 $%&$$'"%&$$
长停电时间达12个小时。停电区域有提前
停电范围：南十西路、建业路、肇工南
或延后送电可能，
详情拨打95598咨询。
街、富工四街，功馨苑一期、
建业路小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和平区
停电范围：中央大街、沈辽路、十一号
街，勋望小学、路灯、
鸿隆世纪广场
停电时间：!月"#日 $%&$$'"#&$$
停电范围：青年大街、五里河街、文体
停电时间：
!月")日 $%&$$'"%&$$
路、文萃路，沈阳电视台（双电源此路电
停电范围：大青街道：沈辽路、鸿源小
源）、电信()#（双电源此路电源）、浩达快 区、富锦园小区、鹏臣物业小区、友谊城小
捷酒店、三好幼儿园、三好泵站、冠亚学 区、
家宁花园小区、
百福花园小区、
万熹绿景
校、党校北楼、歌仙酒店、传奇美容、云顶 小区、
红都小区、
汉生元小区、
辽沈物自维小
*、党校南楼、云顶+、昌鑫物业（双电源此 区、
乐城自维小区、
青城小区、
曹家老区、
德
路电源）、华联商厦（双电源此路电源）、党 胜老区、
画苑小区、
福隆雅居小区、
香堤北苑
校",（双电源此路电源）、世茂临时电、-. +区大挨金、
香提北苑小区、
宏伟金都、
曹家
酒店（双电源此路电源）、酒店公寓（双电 变电所、
沈阳市东亿高强度标准件、
辽宁军
源此路电源）、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双电源 区淀粉厂、
.0$!$部队、
宁官村、
得胜村
此路电源）、
()中学、
万科紫金苑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时间：!月/$日 $%&$$'"#&$$
停电范围：新民屯镇：沈阳恒力源弹
停电范围：
三经街、
中山路、
六纬路、
北 簧制造有限公司、沈阳世一科技有限公
四经街、
八经街、
七纬路，
成大方圆、
省委六 司、沈阳合亿聚氨酯有限公司、沈阳奉达
工艺品有限公司、沈阳源霖纺织品有限公
纬路箱变、
区图书馆箱变、
延安里箱变
司、辽宁中达金属结构制品有限公司、辽
沈河区
宁东大冷弯型钢有限公司（)$12*）、沈阳
瑞达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沈阳市黎明铸
停电时间：!月"#日 $%&($'")&$$
停电范围：万寿寺街、太清宫街、西顺 造总厂、
沈阳铸友实业有限公司
城街，地方税务局机关综合服务中心、人
停电时间：
!月/$日 $%&$$'")&$$
民武装警察部队、南北快速中段南（双电
停电范围：启工北街、重工北街、沈山
源此路电源）、怀远商务大厦、辽宁文峰实 线铁路、小北一路，北一路/,变电站、电力
业有限公司、二干线、城中小区、沈洲花 机械（双电源此路电源）
园、向荣里小区

铁西区
停电时间：!月"%日 $)&($'"%&$$
停电范围：高速附线、大坝路、漠家

大东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东塔街、和睦南一路，
.)左
(3"自维，
丰城公交，
写字间，
洒店，
商业，
物
业，
东河金都自维，
沈阳黎明房产实业有限
公司，
回迁楼自维（双电源此路电源），
商品
楼自维（双电源此路电源），路灯局，
"$#中
学，
"$#中学换热站、
黎明生活坊小区，
东河
金都小区，黎明房屋小区，春晖小区，鸿彤
园小区，城市之光小区，和睦北小区，黎明
西小区，黎明二小区，黎明三小区，跃进小

区，
"$#中学小区，
地坛安居小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滂江街，同鑫源饭庄，彤利
雅自维、彤利雅小区，
四〇一小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合作街、北海辅路，祥和
",，/,自维、中心血站、北海自维、中捷供
暖、胸科医院4双电源此路电源）、全季火
锅店、天下村酒店、思和苑自维、沈阳地铁
临时开闭站自维、吉顺仓储、中盛锅炉房、
文华园自维 （双电源此路电源）、耀隆玻
璃、盛天供暖、同联房屋、吉祥分局（双电
源此路电源）、鸿海东星自维、锦联左岸
",，/,，
(,自维、祥和家园小区、青年教师公
寓小区、教师新村小区、北海小区、北洮昌
小区、老瓜堡小区、思和苑小区、电台小
区、洮昌小区、文华园小区、旭升小区小
区、
中盛小区、吉祥商业街小区、吉祥馨园
小区、鸿海东星小区、
锦联左岸小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望花中街，欧博城
"，/，(，
!，
0,自维、宝地铭郡",自维、宝地铭
门"，
/,自维，换热站、富力尚悦居自维，幼
儿园、/0,商业自维、欧博城小区，宝地铭
郡，
宝地铭门，
富力尚悦居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管城四街，电信!)(局4双
电源此路电源）、祥发小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
观泉路，送电工区，
陶瓷城

浑南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高坎街道、福禄村、棉花
村、.0""(部队、棋盘山水利局（世高干!/,
五零五分葫芦支($,变台）、沈阳棋盘山开
发区荣雁养殖基地、五零五车间、沈阳市
东城金属制品厂、沈阳鑫富强工业用带有
限公司、高坎街道棉花村民委员会自来
水、牡丹江纸制品加工厂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东湖街道、养竹村、沈阳市
高新区维静养殖场、沈阳铁路局箱变

于洪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沙岭街道：前民村、集贤
村、
沙坨子村、诺木珲村、
前进村、繁荣村

沈北新区
停电时间：
!月")日 $0&($'"0&($
停电范围：道义街道；沈北路、辽宁佳
时保健植物油、廖大哥4沈阳5食品、宏城精
细化工厂、安东机械、多元机电设备、高新
机械、华美星机械、华清轻软连接、华顺能
源科技、华盈环保材料、美华星门窗建筑
安装工程、蒲河房地产、华清轻软连接制
造、瑞华自动化装备、沈北水务、方源铝塑
工程、钢艺静电喷涂厂、国辉新机械厂、尼
克装饰设计、鑫北蓬布、鑫联石化设备、翔
顺机械、
蒲河振兴水务、五台子回迁楼
停电时间：
!月"#日 $0&($'"/&($
停电范围：道义街道；蒲新路、雅苑房
地产开发、
赵德存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平罗街道：中心小区、东盛
小区、宝能水岸康城、景华苑小区、美卉花
园、花城小区、晨涛雅苑、剑苑供暖、平罗
卫生院、平罗镇政府、平罗小学、园林学
校、沈阳市第.$中学、雷达站、平罗一村、
平罗二村、平罗三村、上蒲河村、黄土坎
村、悟兵村、沟子沿村、郝三家村、上三家
村、秋家村、前辛台村、后辛台村、富强村、
刘家村、
东二台子村、
白辛台村

日
期

︱
︱

︱

行驶范围及发车时间
市府广场金融大厦门前——
—
苏家屯沈阳国际会议中心
发车时间：
上午：
第一辆车 9：
00坐满发车
国展中心返程时间：11：
30
第二辆车9：
30坐满发车
国展返程时间：12：
00
下午：
第一辆车 13：
30坐满发车
国展中心返程时间：16：
30
第二辆车14：
00坐满发车
国展返程时间：17：
00
铁西建设大路兴工街
沈阳旅游集散中心门前——
—
苏家屯沈阳国际会议中心
（发车时间同上）
奥体中心地铁站门前——
—
苏家屯沈阳国际会议中心
（发车时间同上）

不细化和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
全面完善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程序，严
格执行重大行政处罚法制审核备案制度
和涉企一般程序处罚100%纳入备案管理
制度；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加强行
政执法案卷评查，强化行使自由裁量权在
行政处罚中说明理由制度，杜绝自由裁量
权不细化和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
整治超越法定职权及职责分工擅自
执法检查或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行为；进

一步完善权责清单，切实做到依法履职；
严格执行行政检查计划管理和临时专项
行政执法检查备案制度，减少涉企检查频
次，坚决杜绝重复检查和多头检查。
严禁将管理职能转移、分解到社会中
介组织进行有偿服务，或将国家、省、市政
府明令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营
服务性收费等。依法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
费及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进行核定，
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本周沈城回暖
今日风力可达8级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仓一荣）在新的一周里，沈
城市民终于将体会到真正春天的“温暖”
。
这是因为前一股冷空气彻底离开后，我国北方部分
地区开始迅猛回暖。
省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五，沈城每日
午后最高气温都将在20℃以上，并且每天递增。预计到
本周五，沈城白天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左右。直到本
周末，受新的冷空气影响，沈城或将再次迎来降雨降温
过程。
本周的天气，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虽然午后最
高气温稳定在20℃以上，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寒凉的，昼
夜温差比较大。比如今天，虽然午后最高气温有20℃，但
是早晨最低气温将只有2℃。
其二就是春季大风。今天白天到夜间，沈城的西南
风有5~6级。昨日，气象部门发布大风预报：预计今天白
天，沈阳、鞍山、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
锦、葫芦岛地区西南风6级，阵风7~8级；大连地区西南风
5到6级，阵风7级。
同时，由于大风的关系，昨日省森林草原防火指挥
部森林防火办公室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森林火险天
气警报：预计4月16日至18日，辽西、辽南、辽北、辽中地
区森林火险等级将达到5级（极易燃烧），辽东地区将达
到4级（容易燃烧），请注意防范。

沈阳三日天气
气象数据来源：
中国天气网

今天

白天晴，最高气温/$!，西南风0'.级
夜间晴，最低气温#!，西南风0'.级

明天

白天多云，最高气温/"!，西南风0'.级
夜间多云，最低气温%!，西南风!'0级

后天

白天多云，最高气温//!，西南风!'0级
夜间多云，最低气温)!，西南风('!级

苏家屯区
停电时间：
!月"%日 $%&($'"%&$$
停电范围：
沙河街道：
沙河村、
北乱村、
河北村、官屯村、韩城村、官屯村、桑兰子
村。民主街道：
联盟开发区（南部）、
红星村、
赵家甸村、皮鞋二厂、沈阳市华东钢材厂、
沈阳东明无缝钢管厂、
百斯特无缝钢管、
桃
苏泵站、
福源牧业、
金工热处理、
东选矿山、
上海都乐食品。百利威、
格力电器、
嘉德瑞
机械、科友真空技术、美树五金、五洲城临
时电、
沈阳华翔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电

沈卫计委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闻英奇）
记者从沈阳市卫计委获悉，近日沈阳市卫
计委发布《关于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专项
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到10月底前，沈卫生
计生部门将整治超越法定职权及职责分工
擅自执法检查或多头检查；同时严查擅自
设立收费项目、
提高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
围、
超期限收费、
变相收费等行为。
通知指出，着重检查执法部门执法程
序不完善，操作流程不明确，自由裁量权

咨询电话：024-26215926

城市轻视点 看新闻放轻松

本周沈多区域拟停电 最长12小时

停电时间：!月"%日 $)&$$'")&$$
停电范围：鸭绿江北街，鑫港市政，矿
山设备
停电时间：!月"%日 $)&($'")&$$
停电范围：昆山西路""/巷，淮河小区

2018沈阳国际车展组委会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71号华商晨报社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高巍）
精品
法牛、
英牛、恶霸犬、柴犬、
秋田犬……
热爱高端宠物犬的你一定知道这些
宝贝的珍贵和价值，如今，有一个机会能
让你一次见到这些珍贵的世界名犬。
记者了解到，在2018中国（沈阳）国
际汽车博览会举办的同时，
“ 第二届辽
沈宠物节&2018中国辽宁世界名犬展
示交易会和东北亚宠物产业高峰论
坛”，将在4月29日-5月1日期间与沈阳
五一国际车展同期、同地点举行。
本次活动，
由辽宁省犬业协会、华商
晨报社联合主办，
届时将有精品法牛、
英
牛、恶霸犬、柴犬、秋田犬、查理王小猎
犬、
边境牧羊犬、
拉布拉多犬等50余家诚
40多品种的近500只精品犬与
信犬舍、
大家见面，让你一次性看遍几乎所有的
世界名犬。
“旺年闹春聚车展，赏宠购犬
庆五一”
。据悉，活动现场还将举办宠物
时尚秀、
宠物运动会、
宠物趣味赛和公益
救助义卖领养活动等，为您的五一小长
假带来一抹趣味和温馨，
富有爱心、热爱
宠物的你怎能错过呢。

XTS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

专属五一国际车展的其他优惠

审读/
李萍

皇姑区

华商晨报社

承办：辽宁盈丰传媒有限公司

2018.
05.
03

车展优惠大幅度车型 就是有诚意

地点：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2018.
04.
29

2018年凯迪拉克品牌成立116周年之际，
凯迪拉克五区营销中心联手凯迪拉克年度星
级经销商——
—辽宁鑫卡迪，限量推出116台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车型，授权辽宁鑫卡迪
发售。这些资源将全部用在本次五一国际车
展上。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涵盖凯迪拉克全系
10款热销车型，进行产品配置升级，为车辆赋
予更鲜明的格调与创新内涵。
ATS-L116周年升级限量版：
技术型、时
尚型；XTS116周年升级限量版：技术型、精
英型；XT5116周年升级限量版：两驱豪华
型、四驱豪华型；CT6116周年升级限量版：
时尚型、精英型、豪华型、
领先型。
116周年升级限量版的车型不仅配有116
Cadi
l
l
ac
周年徽标、
迎宾灯等格调装饰，
而且搭
4K超高清后排娱乐系统
载高清流媒体后视镜、
等专属实用配置，
真正做到颜值与实力并存。
高清流媒体后视镜，将车身后方80°的
2英寸的后视镜显示屏
超广角影像投显在9.
上，同时根据光线动态调整拍摄参数，远超传
统后视镜的观察范围与成像效果，带给您更
清晰、无阻的宽广视野。4K超高清后排娱乐系
统，双4K超高清后排娱乐系统，支持蓝光
DVD高清播放，并支持多种主流端口、格式的
ePanar
ay殿堂级音
接入，与34颗扬声器Bos
响系统一起，带来媲美影剧院的视听体验。

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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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沈阳
五一国际车展

链
接

建立行政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强化
执法证件审验并定期向社会公示。
到今年10月底前，各地区、各部门要
按照本方案确定的整治重点，结合自身实
际，
深入查摆存在的问题并形成问题清单。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研究制订有针对性的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要求，落实整改责任。
市卫生计生委将在各地区、各单位自查的
基础上，对重点部门、重要执法岗位、重大
执法行为开展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

沈阳业余足球联盟
夏季联赛开赛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佟阳）2018中铁置业沈阳
业余足球联盟夏季联赛昨天在皇姑足球气膜馆正式开
幕，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本次联赛共有158支球队参
加，业余联赛如此规模在东北堪称最大，联赛将从4月一
直持续到11月。
沈阳业余足球联盟主席倪鹏杰告诉记者，从8支队
开始，到现在发展到158支球队，业余联盟用了10年的时
间，作为沈阳业余足球的直接参与者，倪鹏杰最大的感
受就是这两年沈阳足球环境的改变，
“ 沈阳的业余足球
蒸蒸日上，足球场地陆续投入使用，目前沈阳的足球场
地设施在全国来说都算是最好的，也是最多的。沈阳目
前大约能有六七支足球联盟，参赛球队总数能有六七百
支。”
作为业余联赛的主赞助商，中铁置业从去年开始就
赞助业余足球，谈到支持业余赛事的初衷，中铁置业集
团沈阳公司营销总监宋志伟对记者说：
“ 今年是世界杯
年，作为责任央企，中铁置业愿意为沈城热爱足球的爱
好者们贡献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也非常愿意和主办方
一起办好沈阳的业余足球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