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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
受到丰田混合动力双擎技术为
人类生活带来的优势与便利，一
汽丰田于2015年底将搭载有先
进混合动力双擎系统的全新亲
民车型——卡罗拉双擎引入中
国市场，并对其进行优化与调
校，使之成为最适合中国消费者
的混合动力车型。

卡罗拉双擎的价格区间为
13.98万-17.58万元，将合资品
牌混合动力车型的价格门槛拉
至新低，达到A级车的价格区
间。卡罗拉双擎的外观极具个
性和先进性。卡罗拉双擎前脸
采用细长的LED前大灯及“闪电

眼”造型LED示廓灯，配合兼具
亮光与亚光两种不同质感的镀
铬装饰条，呈现出高级感，凸显
卡罗拉双擎高一级别的科技感
和双擎身份。

除了外观的帅气与凌厉之
外，卡罗拉双擎出色的动力表现
也是众多消费者津津乐道的话
题。1.8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与电动机配合工作使卡罗拉双
擎既能感受到电动车型带来的
快速响应与安静，又可获得高速
行驶时的澎湃动力与驾驶乐趣，
与普通汽油车相比，不仅不需要
改变任何原有驾驶习惯，配合
EV电动模式、ECO节能模式、

PWR动力模式三种驾驶模式，
更增添了卡罗拉双擎的驾驶乐
趣。

卡罗拉双擎全系搭载LED
带自动水平调节前大灯、带全新
花粉型空调滤清器（对PM2.5过
滤效率高达 99%）、6 扬声器、
6SRS安全气囊、S-VSC车身稳
定性控制系统、HAC上坡辅助
控制系统等配置，全方位提升用
户的驾乘体验。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当所有人的努力凝聚成一股不
可阻挡的力量时，我们终将改变
世界，加入卡罗拉双擎的行列，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明天！

生活在城市中的你，是否也如此纠结？一方面，你向往着山
清水秀、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活，但另一方面，你又得无奈接受城市
生活中雾霾环绕、资源紧张这个并不完美的现状，也许你无法逃
离充实又无奈的城市生活，也许你想过为环境做出点什么，但又
觉得自身的努力微乎其微……别灰心，其实你并不孤独，因为正
有1000万人与你一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共同改变着世界。

说到丰田双擎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一切都源于一个绿色
的地球梦。1992年，考虑到未
来全球可能会出现的资源匮乏
问题，丰田就颁布了《丰田地球
环境宪章》，它不仅明确了丰田
汽车参与环保事业的基本方
针、行动指南和参与体制，更决
定未来几十年企业战略方向。
1993年，丰田成立G21项目
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研
发出一款节能、环保、具有现代
汽车精髓并能引领21世纪趋
势的新车型。通过无数设计师

的坚持不懈，全球第一款量产
的混合动力车型——普锐斯终
于在1997年与世人会面。

作为21世纪最现实的环
境解决方案，丰田混合动力双
擎车型在推出后掀起了一阵
混合动力的清新风潮。此后，
普锐斯经过三代更迭，在不断
完善自身技术的同时也收获
了更多车主的信赖，目前全球
已有超1000万丰田双擎车主
驾驶着丰田双擎车型行驶在
全球各个角落，共同为绿色地
球梦的实现做出贡献。

辉煌的成绩，源于一个绿色的地球梦

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看看
丰田混合动力双擎技术为我们
带来的改变，根据丰田的计算，
与同等车身尺寸及同等动力性
能的汽油发动机汽车相比，截至
2017年1月底销售的混合动力
车减少了 7700 万吨的 CO2 排
放，这些CO2足够充满40788栋
帝国大厦、9210193座大本钟、
15.4万亿个汽水瓶。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丰田混合动力双擎车
型所做出的改变，我们的环境会
变成什么样子？

丰田双擎能达到如此惊人的
环保能量完全得益于分布在全球
的丰田混合动力车主。根据计算
结果发现，每位混合动力车的车
主都会帮助减少约10.6吨的CO2

排放量！假设每人每天呼出1kg
的CO2，10.6万吨CO2就相当于一
个人29年的CO2呼出量，如此可
见丰田混合动力车型为环境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随着1000万混
合动力车销售量的达成，我们离
绿色地球梦将愈来愈近。

而丰田混合动力双擎技术带

给我们的利好不止于这份事关环
境的社会责任感，而是更多实实
在在的便利与实惠。站在车主生
活角度来看，低油耗、低排放带来
的最直观影响就是一箱油能够跑
得更远，从而减少了去加油站的
次数，不仅节约了一笔油费，更减
少了每次加油时的等待时间。无
需外接充电的特性让车主远离充
电桩所带来的充电等待甚至充电
难的恼人问题，省时、省事又省
心，选择一辆丰田混合动力双擎
车型，何乐而不为呢？

万万没想到，双擎带来的不止于环保

卡罗拉双擎，引领潮流的混动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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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解元利

□记者 史歌

3月 12日，全新景逸S50
郑州区域上市发布会精彩举
行，共推出 1.5L、1.6L、2.0L 三
种排量共七款车型，售价为
6.59万-10.29万元。

全新景逸 S50 秉承风行
2.0时代“三高”精品标准与“悦
享驾乘”的设计理念，在外观、
内饰、人性科技配置等方面进
行了全方位革新升级，更以极
具性价比的亲民价格，贴合年

轻消费人群的需求。在外观方
面，全新景逸S50前脸横向贯
通式先进设计风格的运用，使
整车风格焕然一新，全新设计
的进气格栅与前大灯融为一
体，令前脸造型立体动感、层次
分明而不失灵动。值得一提的
是，在空间方面，全新景逸S50
也很好地继承了景逸家族加大
号 空 间 的 优 良 传 统 ，拥 有
4700×1790×1526/1542mm
的 同 级 最 大 车 身 尺 寸 及
2700mm的同级超长轴距。全

新景逸S50在后排乘坐空间上
表现尤为出色，拥有宽适的头
部空间和腿部空间，车上丰富
的储物空间，也能充分满足用
户的家用需求，500L的超大后
备厢空间让储物能力极大增
强。此外，在售后服务方面，全
新景逸S50继全新景逸X5之
后，同样推出“8年或 16万公
里”的超长保修政策，涉及发动
机本体机械部件、手动变速器
机械部件和车身三大方面，大
大节约了用户的维修费用。

广汽丰田
YARiS L致享上市
售价6.98万-10.68万元

□记者 耿子腾

3月9日，广汽丰田“新风尚
实力三厢”轿车——YARiS L
致享在成都正式上市，售价6.98
万-10.68万元。

致享外形设计延续了丰田
家族式的 Keen Look 锋锐前
脸，配以犀利有神的前大灯及
飘逸的流线型LED示廓灯，在
同级车中率先标配LED后组合
尾灯，同时搭载LED日间行车
灯，车尾采用“烟熏电镀”装饰
条。内饰设计以“简约雅致”为
主，全新设计的“立体式自发光
仪表盘”让这台小车别具一格。

致享的配置相当有诚意。
不仅全系标配VSC车身稳定控

制系统，还有HAC坡道起步辅
助系统等主被动安全系统。搭
载 1.3L 与 1.5L 双 VVT-i NR
系列发动机，匹配S-CVT超智
能无级变速器，优化整个动力系
统的效率和加速性能。致享全
系还标配 TOYOTA SMART
STOP智能节油启停系统，百公
里综合油耗达到同级最低的5.1
升。“用不坏”是源自丰田车主的
良好口碑，广汽丰田已连续5年
获得“零缺陷率”的最高评价，在
权威汽车行业协会最新公布的

“消费者养护负担指数”中，广汽
丰田的小型车产品养护成本仅
为百公里4.69元，是所有调研车
型中最低的。

□记者 解元利

3月 11日，位于新郑龙湖
商业圈的新宝行隆重举行开业
典礼及全新BMW 1系运动轿
车的亮相发布。

宝马1系运动轿车搭载了
宝马M运动套件、BMW互联
驾驶、全景天窗等配置，提供了
1.5L涡轮增压、2.0L涡轮增压
的高/低功率版本三种动力选
择 ，售 价 区 间 为 20.48

万-31.98万元。极具吸引力
的金融方案同步推出，首付低
至 4.1 万元，月供 888 元起。
全新BMW 1系运动轿车全
系标配BMW互联驾驶服务，
其中的互联驾驶基础服务十
年免费。BMW云端互联也
正式在中国市场上线，全新
BMW 1系运动轿车的客户
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的
APP应用，实现与车机间的互
联，玩转数字生活。BMW云

端互联是基于最前沿的云技术
平台打造，具有多重扩展性，未
来可以持续不断地纳入更多、
更精彩、更丰富的应用和功能。

作为BMW大家庭中新的
一员，新郑新宝行集展示、销售、
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
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
将令众多热爱BMW品牌的朋
友近距离感受“BMW之悦”的
魅力所在。

新郑新宝行:全新BMW 1系上市
售价20.48万-31.98万元

东风风行景逸S50郑州上市
售价6.59万-10.29万元

新车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