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5日，SUV“小鲜肉”
卡缤在北京上市。作为同级
唯一进口高定制车型，卡缤以
13.98万~17.98万元的售价登
场，为85后年轻消费者带来
个性之选。

卡缤搭载1.2T涡轮增压
发动机、85kW和 190 N·m
的峰值功率和扭矩，领先同
级。作为该级别唯一采用双
离合变速箱的小型SUV，卡缤
油门响应迅速，换挡平顺，百
公里综合油耗仅为6.2升。卡
缤还装备诸多同级独有配备，
比如R-Link多媒体导航系统
配备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可以
自 动 切 换 内 循 环 并 过 滤
PM2.5颗粒，让消费者尽情享
受低碳出行的惬意。

卡缤是雷诺“人生阶段”
全新设计理念下的首款量产
概念车，在欧洲上市两年便斩
获近35万销量，成为欧洲小

型SUV冠军车型。凭借高刚
性的车身结构，卡缤还获得优
异的被动安全表现。在Eu-
ro-NCAP碰撞试验中，它凭
借80.5分的总成绩荣获最高
的“五星”评价。

为让85后年轻消费者可
以轻松拥有卡缤，东风雷诺推
出“年轻人购车定制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123”，只需1
张身份证、2天时间、最低首付
3万元，就可以将卡缤“贷”回
家。无须资产证明、无须额外
负担。

“东风雷诺将通过定制化
购车方案、无负担用车服务，
让年轻消费者可以轻松享有
这款拥有高颜值、高定制、高
效能的小型SUV。”东风雷诺
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市场部部
长熊毅先生表示，“卡缤主张

‘听自己的’，号召年轻人活出
自我、活出精彩。”

雷诺卡缤：
进口定制个性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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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全新一代埃尔法
正式上市，3.5L豪华版和尊贵
版两大系列，售价分别为75.9
万元和 81.4 万元。近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埃尔法的首
席工程师吉冈宪一详细说明
了这款车不同以往的开发理
念。

自2002年问世以来，埃
尔法一直是高端MPV细分市
场无可替代的明星车型，全球
销量至今已超过70万辆。全
新第三代埃尔法以“Grande-
luxe极致奢华”理念开发，拥
有前卫、大气的极致设计，豪
华舒适的极致空间，媲美豪华
轿车的极致行驶质感，开启

“超大空间高级轿车”的新方
向。同时，全新埃尔法是集丰
田最新科技和精湛制造工艺
的顶尖大作，采用了3D喷绘
印花技术、玻璃粼光漆面、360
度全景影像系统及内藏式底

板储物大空间等四大创新设
计，再造“移动行宫”。

在回答与上一代有何不
同时，吉冈宪一表示：“这一代
埃尔法的开发理念跟上一代
完全不一样，上一代按照顶级
MPV的理念进行开发，这一
代按照‘超大空间高级轿车’
的理念进行开发，融合上一代
的宽敞和使用的便利性。在
中国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这
个细分市场有更大的潜力，商
务人士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人
群。很多高级轿车存在不方
便的地方，比如相对来说空间
比较窄、腿的空间相对不怎么
宽松，座椅不能做到全部倾
倒，在这两个方面埃尔法都进
行了功能的融合，很受明星人
士的欢迎。在原有高级MPV
舒适性、高质感的基础上融合
大空间、使用便利性，这些是
新埃尔法的核心竞争力。”

福特金牛座、新楼兰、雷诺卡缤、别克威朗、奥迪TT——

新车亮相大腕儿居多
核心提示 | 6月25日，长安福特最新旗舰车型金牛座亮相北京，进口定制车型雷诺卡缤也正式上
市；6月27日，新生代运动轿车别克威朗上市；6月30日，全新奥迪TT上市……多款新车火热亮
相，且多是主流品牌大腕儿车型——

□记者 赵丰玉 解元利 史歌 杨刘浩

6月25日，集福特全球开发
资源与领先制造工艺于一身的福
特金牛座在北京亮相。作为长安
福特的最新旗舰车型，瞄准商务
用车市场的金牛座预计9月上
市。

福特金牛座集福特最新科技
于一身。同级独有的E-Shifter
旋钮式电子换挡器，只需按动和
旋转就可轻松启动变速箱设置或
快捷切换各种驾驶模式，完美驾
控与商务会议两不耽误；使用燃
油直喷、双涡轮单涡管增压及双
独立可变气门正时三大核心技术
的 2.7L EcoBoost GTDi 双涡
轮单涡管增压V6发动机，堪称
同级最强动力输出，综合工况油
耗仅 9.1L/100km，能够在忙碌
的工作生活中减少路上浪费的时
间。同时，福特金牛座还提供
2.0L EcoBoost GTDi汽油直喷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1.5L Eco-
Boost GTDi汽油直喷涡轮增压
发动机两种选择，两款发动机综

合油耗分别低至8.3L/100km和
7.1L/100km。

福特金牛座搭载一系列同级
领先的智能科技配置：SYNC车
载多媒体通讯娱乐系统；前大灯
自动远光感应调节系统。还搭载
盲区监测系统、车道偏离警告系
统、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等多项创
新智能科技。

“长安福特自成立以来，一直
致力于用世界级的先进生产工艺
和全球通用的统一生产流程，确
保每一辆车的出众品质。”长安
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何
朝兵表示，“福特金牛座将在长安
福特杭州工厂投产，这也是目前
整个福特工艺水平最高、技术最
先进的工厂。”

6月27日，上海通用汽车新
生代运动轿车别克威朗上市，售
价13.59万~19.99万元。威朗上
市后，将助力别克品牌拓展中级
车高端市场，并与凯越、全新英朗
全面覆盖中级车各细分市场，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威朗整体造型时尚运动，生
动诠释了别克新一代产品“优雅
动态美学”的设计理念。别克威
朗长达2700mm的轴距以及优
秀的人体工程设计，令每位乘员
都拥有宽裕舒适的驾乘空间。内

饰秉承别克360度环抱一体式设
计理念，集动感氛围、高档材质、
精致做工、科技配置于一体。

别克威朗配备三套通用全球
最新研发的动力总成系统，并全
系标配发动机启停功能。20T车
型搭载了新一代Ecotec发动机
家族中性能最强的1.5T SIDI中
置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与7速
DCG智能双离合变速箱配合，使
威朗能在8.8秒内轻松实现加速
破百，而百公里综合油耗仅6.1
升，树立了同级新标准。而15S

车型配备的则是新一代 1.5L
SIDI 中置直喷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6速DSS智能启停变速箱或
6速智能启停手动变速箱，带来
更高效的动力与更低油耗表现，
百公里综合油耗最低仅5.9L。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威朗还
将包括ACC自适应巡航系统、
LKA车道保持系统、CMB碰撞
缓解系统、APA自动泊车系统和
HBA智能远近光灯控制等在内
的9项智慧安全配置全面引入中
级车市场。

6月30日，全新奥迪TT在
北京正式上市，售价 54.28 万~
61.78万元。

外观方面，新一代TT造型
基本延续其经典的车身造型，但
整体相比老款多了些许硬朗的线
条。家族式六边形进气口采用横
条幅搭配，前大灯组造型非常简
洁，内部融入LED光源，视觉效
果非常精致。此外，新车尾灯组
同样采用LED光源，并配备有可
升降的小型扰流板。相比上一代
车型而言，全新TT虽然长度和

宽度略有减小，不过轴距却增加
37mm，也让新车型的车内空间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全新TT的内饰设计整体造
型简约而不失时尚感。仪表盘采
用12.3英寸的LCD屏幕设计，并
可以显示导航、地图、电视等功
能。此外，新车还采用了集成空
调系统和座椅加热功能的出风
口，造型设计也很时尚。

动力方面，全新TT搭载了
2.0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169kW，峰 值 扭 矩 则 达 到 了

370N·m。相比上一代车型而
言，虽然排量保持一致，不过动力
参数全面提升。

在此前进行的媒体专场试驾
中，全新奥迪TT充沛的动力和
灵活的操控，都表现得淋漓尽
致。而更长的轴距和轮间距，加
上更低的重心和可升降尾翼，则
让驾驶者在激烈操控时更加信心
十足。

总之，作为一辆外观时尚的
速度“小钢炮”，全新奥迪TT绝
对算得上是实至名归。

6月29日，东风日产全新楼
兰于襄阳工厂正式下线。新车预
售价23.88万~37.98万元，有望
于今年8月8上市。

作为东风日产的重磅战略车
型，新楼兰在东风日产襄阳工厂
生产。襄阳工厂是雷诺-日产联
盟的品质标杆工厂，不但连续多
年获得全球品质标杆工厂的殊
荣，更在2014年3月正式获得英
菲尼迪4.5分认证授牌。此前只
有日本的枥木和美国的士麦那两
家工厂在该认证中成功达标。这

也标志着襄阳工厂成为英菲尼迪
第三个全球生产基地，在制造工
艺、装备技术、品质管理和生产效
率比肩甚至超越国际先进水平。

全新楼兰延续海外版车型的
设计，采用V形前进气格栅装饰
条，搭配棱角分明的V形前大灯
和厚重的保险杠，光看前脸就觉
得霸气十足。新车尺寸分别为
4897mm、1908mm、1691mm，
轴距 2830mm。与现款车型相
比，除了高度有所减少，其他方面
都有不同程度增加。不但外形颜

值增加，得益于轴距的增加，车内
空间也变得更加宽敞。

动力方面，国产全新楼兰将
会有两种动力总成可供选择，分
别是2.5L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
功率为186Ps，其百公里综合油
耗降至 8.4L，相比于现款楼兰
3.5L车型油耗降低25%。此外，
全新楼兰还将搭载一套2.5L机
械增压油电混合动力系统，输出
功率为 245Ps，与其匹配的是
Xtronic CVT变速箱，其混动车
型的百公里综合油耗为8L。

金牛座：福特新旗舰亮点不少

上海通用：别克运动轿车威朗上市

奥迪全新TT惊艳上市

东风日产：新楼兰开始预售

埃尔法：
全新开发理念 打造移动行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