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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首家“汽车超市”明年4·18营业
玛莎拉蒂林肯等豪车或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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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纳25个汽车品牌，
线上付款、
线下提车
期间 扬州首家 打造省内首家集合汽车卖场 综

核心
提示

明年 “4·18” ，
线上付款 、线下提车 ”的汽车超
市—
—— 新纪元广场将正式营业 。
届时 ， 玛莎拉蒂 、 林肯等众多高
端品牌汽车将集聚一堂 。 作为我
市服务业重大项目之一 ，新纪元
广场面向苏中 、 苏北地区 ， 力争
“

、

合汽车售后服务中心以及配套
性餐饮休闲设施于一体的汽车
主题公园 。 目前 ，一期工程主体
将于 4 月 16 日封顶 ， 预计年底
竣工 ，二期项目也将于今年底启
动 、明年底竣工 。

25品牌集聚“汽车超市”

四星级酒店引入“U+”公寓

新纪元广场位于维扬经济开发 驻汽车品牌主打中高端市场，也会定
区扬州国际汽车城内，总投资 10亿 期在广场上引入中低端汽车品牌进
元，占地面积约 50亩，其中一期投资 行展销活动，力争打造成综合性汽车
4亿元，二期投资近 6亿元。除了汽 超市。
车展销，该项目还集金融、文化、办公
一期工程的另一个主要项目，就
以及餐饮等多功能复合业态于一体， 是位于主体大楼中的四星级酒店开
四星级酒店开元国际、超豪华汽车主 元国际。“我们已经在和小米公司谈
题电影院等将一一建成。
合作，打算将酒店中的 1-2层设置
昨日上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 为 U+公寓。”毛红介绍，市民只要网
到，一栋百米高的大厦已进入施工尾 上预订、付款后，就可以直接通过生
声。项目负责人介绍，一期工程主体 成的二维码进入预订的公寓，不需要
共有 22层，其中负一层至地上三层 去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为“汽车超市”，总面积约 2万平方
据悉，4月 16日一期主体封顶
米，可容纳 25个汽车品牌展销。 后，年底就将全面竣工。而“汽车超
“目前，已经接洽了玛莎拉蒂、林 市”、四星级酒店以及咖啡馆等其他
肯、保时捷等品牌，到时都有望入驻 配套餐饮休闲设施，都将于明年“4·
现场。”项目负责人毛红介绍，虽然常 18”期间正式营业。

原厂配件并现场安装，大概只需
3000多元。”
省去工时费，还能低价购买原
厂零部件，不但“汽车超市”的常驻
中高端品牌汽车可以享受这个服
务，更多普通汽车也可以。“只要我
们获得许可的汽车品牌，都可以前
来预订售后服务。”毛红介绍，正式
运营后，汽车超市和综合服务区的
“一站式”服务，能让消费者最快三
四个小时，就可以开着新车“上路”。

覆盖苏中苏北

计划打造汽车主题公园

“新纪元加入后，利用区位优
势，扬州国际汽车城的发展将更加
快速。”维扬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
“虚拟车展”等体验服务。 表示，扬州国际汽车城自 2008年启
车。”毛红表示，线上预订和付款，享 乘驾体验、
而最让爱车一族开心的是，新纪 动以来，共引进各类汽车 4S店 45
受市场统一价格，可以避免 4S店乱
元广场将建设高级别新车发布中心。 家，品牌达 50个。
收费、改配置等销售陷阱。
“我们不单单面向扬州及周边
除了线上购车，市民也可以选择 未来，新鲜发布的各类、各品牌新车，
在“汽车超市”线下购车。毛红介绍， 将在这里第一时间与市民见面，部分 地区，更致力于覆盖苏中、苏北地
基于常驻汽车品牌较多的优势，超市 新车有望与国内一线城市同步发售。 区，成为集展示销售、主题教育、科
将不断推出各类优惠活动，同时提供
普实践、运动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现代化服务区。”而作为扬州
国际汽车城的主打项目，新纪元广
场拓宽市场辐射面，也将成为苏北、
“海淘”零部件让你省时省钱
苏中地区的汽车新地标。
“利用扬州国际汽车城的地理
将建高级别车发布中心
与一期主打“汽车超市”等汽车 修等服务也可以线上预订和付款，而 优势和行业资源，我们可以打造成
前市场不同，即将于今年底动工的二 且还省去了工时费。”毛红介绍，除了 为以汽车主题为主线，涵盖吃、喝、
期则主打“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区。 与阿里巴巴合作，他们还计划与亚马 住、购等综合休闲模式的主题公
作为汽车超市，新纪元广场最大 上线下联动销售、维修等业务。
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让你“不带一 “也就是说，以后市民要买车，可 在此区域，汽车销售以后的上牌、保 逊合作，直接提供原厂配件。“在普通 园。”毛红介绍，如果成功，如此大规
分钱”，就能去现场买车、维修。目前， 以在网上选好喜欢的车款和配置，进 险、维修以及保养等有关汽车的所有 的 4S店维修，更换一款宝马的后视 模的综合性汽车主题公园，在省内
镜，算上各类服务费可能需要 1万多 还是首家。
新纪元广场已经与阿里巴巴汽车事 行线上预订后，再来现场试驾体验。 服务，一应俱全。
“与线上销售一样，汽车保养、维 元。我们直接提供在亚马逊上‘海淘’ 通讯员 维开宣 长明 记者 赵颖
业部进行先期接洽，争取首先实现线 也可以网上付款后，直接来现场提

线上支付线下提车

新纪元广场效果图

二期明年底竣工

气温异常导致蜜蜂易蜇人，昨 3人“中招”

核心
提示

逛公园女孩险被蜜蜂蜇休克
野外踏青要提防毒虫叮咬
昨天 ，邗江北路油菜花丛 些疼痛性休克 。 春暖花开 ，野
中 ， 两小时不到 ，3 位市民相 外赏花的市民应提防毒虫叮
继被蜜蜂蜇伤 ，其中一女孩险 咬 。

探因

气温异常，蜜蜂太烦躁？

“每年春天，都有不少养蜂人赶 人，都在忙着采蜜。张先生表示，一天
到扬州。”昨日，记者在西湖镇附近， 3人被蜜蜂蜇伤，可能与气温异常有
发现野外有不少养蜂人驻扎，他们 一定的关系——
—前几天气温一直走
称，春天扬州各种花盛开，蜜源较多， 低，很多蜜蜂都快憋坏了。昨日气温
每年都有养蜂人赶来。
升高，蜜蜂出去采蜜，其性情受气温
来自山东的养蜂人张先生介绍， 影响烦躁，加之人靠得太近，蜜蜂误
他们常年放蜂，平时很少出现蜜蜂蜇 以为被袭扰，就容易出现蜇人的现
人的情况，蜜蜂一般不会主动去攻击 象。
路边的油菜花引来不少蜜蜂 。

意外

油菜花中拍照被蜜蜂蜇伤

“小女孩都被蜇哭了。”昨日中
午，市民祝先生正在邗江北路一处油
菜花丛里赏花，这时，一个年轻女孩
走进油菜花丛，和同伴一边唱歌一边
拍正在采蜜的小蜜蜂。突然，其中一
个女孩被蜜蜂蜇伤，当时疼得眼泪都

多发

流了出来。“可能是靠蜜蜂太近了，她
们的手机都快碰到蜜蜂了。”
赏花拍照，被蜜蜂蜇了一下，这
令祝先生有些不解。祝先生说，忙着
采蜜的蜜蜂，无暇顾及身边的赏花人
群，为何会蜇人？

春天踏青当心毒虫叮咬

春暖花开，出门赏花的市民增 远一点，一般不会出现蜜蜂蜇人的情
多，如何避免被蜜蜂蜇伤？对此，张先 况。
生表示，不去招惹蜜蜂，尽量离它们 “即使被蜜蜂蜇伤了，也不要太

【安全提示】

如果被马蜂蜇伤 ，马蜂毒呈弱
碱性 ， 可用食醋或 1%醋酸擦洗伤
处 。 伤口残留的毒刺可用针或镊子
挑出 ， 但不要挤压 ， 以免剩余的毒
素进入体内 。 然后再用拔火罐吸出
毒汁 ， 减少身体对毒素的吸收 ，用
冰块敷在蜇咬处 ，还可以服用一些
膏，涂在小孩手上。
随后，记者又赶至蜀冈西峰，得 抗过敏药物 ，如扑尔敏等抗过敏药
知也有一女孩在蜀冈西峰被蜜蜂蜇 物 。
值得注意的是,蜜蜂蜇人后则
伤。“女孩险些休克，被家人开车带
走了。”在蜀冈西峰卖饮料的商贩田 会在皮肤内留下刺, 并带有毒腺 。
女士说，当时女孩的家人买了好几 被蜜蜂蜇伤后可见皮肤上有一小
瓶矿泉水，给女孩不停地冲洗伤口。 黑点,那是刺所在的位置 。 先要小
田女士说，听说被蜇女孩是过敏体 心把刺拔除,最好用指甲或小刀将
刺刮出,或用镊子拔出,也可用针剔
质。

昨天发生 3起蜜蜂蜇人事故

—邗江
昨日，记者前往事发地——
北路一处油菜花丛，发现该处油菜花
有 1米多高，沿路有好几处。
“不止一个人被蜇伤，上午 11
点，也有一个小孩子被蜇了。”在附近
工地移植花木的工人胡先生告诉记
者，昨天上午 11时许，一个小男孩去
捉油菜花上的蜜蜂，也被蜇伤。小男
孩疼得哇哇直哭，男孩的父亲借来牙

提醒

气温升高 ，蜜蜂也忙碌起来 。

惊慌。”张先生表示，被蜜蜂蜇伤，首
先要将毒刺拔出来，再用清水等冲
洗，用肥皂水则可减缓疼痛，过一会
儿没什么大碍，则不用过于担心，大
多数人不会有事；不过，对于过敏体
质的人来说，被蜜蜂蜇伤可要当心。
市平祥门诊的李升祥医生表示，蜜
蜂蜇死人的事也发生过，绝非危言
耸听。
李升祥表示，蜜蜂本身没什么
毒，蜇人后，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容易
引发疼痛性休克，抢救不及时，会危
及生命。对一些过敏体质的人来说，
如果被蜜蜂蜇后出现胸闷、头晕、出
冷汗等症状，应尽快就医。
“气温升高，野外毒虫更活跃。”
李升祥提醒，市民野外赏花踏青时，
最好携带一些消毒、驱虫药水，适当
做好防护。 记者 孟俭 文/图

【踏青提醒】
出 。 拔刺时不要挤压伤口以免毒液
扩散 , 也不能用红药水 、 碘酒之类
的药物涂擦患部,这样只会加重患
部的肿胀 。
因为蜜蜂的毒液呈酸性,所以
可用肥皂水 、 小苏打水 、 淡氨水等
碱性溶液洗涤涂擦伤口 。 也可用生
茄子切开涂擦患部以消肿止痛 。
伤口肿胀较重者,可用冷毛巾
湿敷伤口 。 被蜂蜇后局部症状严
重 、 出现全身性过敏反应者 , 除了
给予上述处理外,还应立即送往医
院救治 。
还要提醒的是,被蜂蜇伤后切
忌马上入浴或饮酒 。

蜈蚣一般在 3 月到 5 月的雨后初
晴的清晨进行交配 ，所以这段时间蜈蚣
出现频繁,市民应慎防被咬 。
除蜈蚣外,蜘蛛也会伤人 。 蜘蛛伤
人一般在野外居多,比如到郊外游玩时,
要注意树枝上的一些蜘蛛,特别是靠近
水边的树木上更容易有蜘蛛 。 此外 ，隐
翅虫 、 蜱虫等 ， 也易在气温升高后出没
伤人 。
外出踏青旅游市民要避免去特别
阴暗潮湿的地方,防止被包括毒蜘蛛在
内的毒虫咬伤 。 一旦身体部位被不明物
袭击后,有消毒药水要第一时间进行消
毒止血 , 同时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治
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