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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新君越、新雅阁、景逸S50、卡罗拉双擎——

试驾：挑战操控与动力
□记者 解元利 祁驿 史歌 介明钢

全新一代君越、东风日产西玛试驾上海，广汽本田新雅阁试驾广州，2016款景逸S50城市挑
战赛亮相郑州，丰田卡罗拉双擎试驾重庆，多种试驾活动，让参与者挑战新车的操控与动力。

3月30日，记者在上海试驾
了登陆中国市场的第八代西玛，发
现其不仅传承了历代MAXIMA
的硬派操控以及极富力量感的造
型，更传承了北美4DSC（四门轿
跑）的基因。

穿梭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街
道，凭借跑车式的拉风造型，西玛
注定成为众人焦点。GTR式的
悬浮车顶，充满力量感的双腰线
设计，回旋镖式造型的LED前大
灯组合，再搭配V-Motion家族
前脸及同级最大的19英寸钻石

切削大轮毂，让西玛在大上海的
光环下别有一番韵味。

驰骋在跨海大桥及高速公路
时，西玛更是给予驾驶者独特的
拉风驾驶快感。过弯更精准、乘
坐更舒适、抓地更出色的4DSC
驾控性能套件，一键式运动模式
切换及3A公路稳行系统，西玛
为每位驾驶者提供富有激情和安
全的驾驶乐趣。

通过全路况的试驾环节，西
玛不仅给予驾驶者无与伦比的驾
控体验，车内的豪华布局也让驾

驶者留下难忘的“三感”。环绕式
战斗机座舱、EYE MAX通览式
全景天窗，让每位驾乘者“观感”
悦目；室内环绕LED氛围照明系
统、豪车级内饰面料、双缝线绗缝
工 艺 、D 型 运 动 方 向 盘 、
Multi-layer人体工学运动座椅
及Commander中央旋钮DA控
制系统，让每一位驾驶者“触感”
赏心；11 扬声器 BOSE 音响、
ANC静谧空间技术及ASC主动
声音控制系统打造成的剧院级音
效，让每一位驾驶者“听感”神怡。

东风日产：试驾第八代西玛

3月18日全国上市的全
新一代君越，以全方位的创新
突破展现出品牌设计趋势与
科技实力，突破原有车型级别
定义，树立全新的市场基准。
那么，全新一代君越能否如众
所期，在市场上一鸣惊人？能
否不负“君越”二字所承载的
深厚底蕴，带给消费者惊喜？
在全新一代君越发布上市后
的第一时间，记者率先试驾了
这款重量级产品。

全新君越的外观更加修
长，整车很有轿跑范儿，轴距
达到了 2905mm，带来了更
加宽敞的车内空间。值得一
提的是，全新君越提升车身强
度的同时，实现了200公斤的
整车瘦身，更坚固、更轻盈的
车身将提升新车在动力、操
控、油耗方面的表现，这一点
在试驾体验中，带来了更加出
色的驾控感受。与此同时，全
新君越换装了别克最新家族
内饰，同时还引入了电子挡
把，不仅提升了科技感，同时

操作轻盈，还可在长时间驻车
时自动跳入P挡。全新君越
搭载了新一代别克智慧互联
系统，集成安吉星车载 4G
LTE 功 能 ，并 兼 容 Apple
CarPlay。同时，全新君越还
配备HUD平视显示系统，首
次引入了PD行人识别功能、
后排多功能电动调节座椅、
ETRS电子排挡、百万像素前
摄像头等高科技配置。

全新一代君越不仅让驾
驶者充分感受到了操控的乐
趣，乘员的乘坐舒适度也提升
很多，如后座可以电动调节角
度，不仅可以加热、通风，还带
气垫按摩功能。三区自动空
调、带 PM2.5 过滤功能的
AQS空气质量控制系统、定
制 第 二 代 BOSE Center-
point 环 绕 音 响 、Qui-
et-Tuning别克专利静音科
技、全系标配的ANC主动降
噪技术等豪华配置也都一一
配备。

上汽通用：试驾全新一代君越

近日，广汽本田在新雅阁上
市后为全国媒体举办了一场专业
试驾会。让媒体通过静态评测和
动态体验，充分感受了新雅阁这
辆荟萃Honda 全球领先技术、

“科技全武装”的座驾所带来的超
乎想象的用车体验。

在公路试驾项目中，试驾者
们操控着新雅阁，行经当地城市
快速路、高速公路、国道等路段，
模拟消费者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

真实驾驶环境。Honda SENS-
ING是本田面向未来自动驾驶，
以实现“零事故”为目标而开发的
一套全方位的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首度搭载在了这款刚上市的
新雅阁上。试驾途中，驾驶者可
清晰感受到 Honda SENSING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在驾驶途中的
介入。Honda SENSING 针对
车辆的前方新增加了CMBS碰
撞缓解制动系统、RDM车道偏

移抑制系统、带LSF(低速追随模
式)的ACC主动巡航系统，以及
LKAS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等新功
能。如，在置于车辆前格栅内部
的微波雷达和置于前车窗内的单
眼摄像机对周遭环境实时感知
下，新雅阁Honda SENSING能
够判断识别驾驶者的操作意图和
车辆状态，对车辆制动、转向等进
行精确的协调控制，使车辆保持
最佳车速、车间距和行车路线。 （下转B08版）

广汽本田：新雅阁专业试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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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房地产
●低售郑东新区1323㎡商铺

(可带租金) 15000元/㎡；75～
1150㎡写字楼，8500元/㎡
（临丹尼斯、雅居乐、轻轨、

新建设厅）18937178357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5000
平可分割注册13137117888
●花园路动物园对面300平临

街商铺招租13937188601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农业路71号中州国际饭店

星级写字楼、配楼，裙楼招

租，梁总18695869456
●酒店招租:信阳市浉河区湖

东大道6层酒店招租；面积

5683.6㎡,交通方便、车位

充足,是开办经营商务酒店

洗浴、桑拿的理想场所；诚

意招租,非诚勿扰。王先生

联系电话：13782956776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65932777
中青大厦招租
八楼精装800㎡18637105056

出租仓库厂院

●郑上路厂房18768872326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成本低可达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高新区桃花里14亩厂院，手

续齐全，位置佳，标准化厂

房，可做大型物流、仓储，

18538299033。
●航海西路2000㎡厂仓67828887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中州大道东侧天荣汽配对面

厂房36000平占地90亩可分

割电话17603853301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有1500-
12000㎡多栋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13607670687

求购求租

●郑州附近5000余亩山地寻

找合作伙伴18738165867

机械物资

折弯机剪板机
刀模配件长江集团63586431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求购二手H钢18838158335

转让物资设备

●处理正在使用中的吹瓶机

两台价格面议13633859233
(任) 13603862460(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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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义

英协A座24楼15838363846

抵押贷款

●典当黄金、玉石、名表、

手机、电脑、承兑汇票等

房产车辆贷款18695820506
56705588息低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简便快速

贷款56777776
欠款房再贷银行息额高简便

简便56777787
新老房银行贷快息低循环用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15年房龄额度不变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食品工业品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业工商代办15738303017
●免费注册公司记帐88886498
●低价专办资质88886496
●工商注册代理18003813089
●办公司免房租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工商资质代账13014608611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86536311
●免费注册代记账66262668
“工商■资质”
建筑物业房地产园林电力

装饰装修劳务安全证安全员

八大员技工证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86107088、86107188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 53302664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860990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688
机电●钢构●环保86099988
输变电●承装承修86099188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