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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祁驿

近日，东风雪铁龙SUV天逸在
成都开启试驾之旅，730公里的试驾
行程，充分展示了东风雪铁龙天逸
的优良产品力。

SUV天逸提供公路、雪地、沙地、
泥地、ESPOFF五种驾驶模式。面对
一生一定要走过一次的318最美国
道，SUV天逸轻松应对。在海拔2000
多米的崇山峻岭中，天逸搭载的
380THPPureTech涡轮增压直喷发
动机，1400转即可到达峰值扭矩。

在安全方面，SUV天逸装备了同
级最全12项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带自动刹车功能的自适应定速巡
航、SAM盲区监测系统、LDW车道偏
离预警系统、AEBS主动紧急刹车系统
等都为安全行驶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

悬架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
架和后可变形横梁式悬架，并且带有
独特的PHC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
使得天逸经过细碎的颠簸路面时，绝
大多数震动都可以被较好吸收。

SUV天逸拥有同级别车型中最
长的2730mm轴距，给予前后排宽松

的腿部空间。后排座椅中间地板凸起
不多，提升了腿部体验。后备厢空间
能满足一般家庭的出行，后排座椅支
持4/6放倒，带脚部感应开启的电动
尾门极大提升日常使用的便利性。

据介绍，SUV天逸有4个级别、6
款车型，用户成交价15.27万～22.67
万元。其中，380THP所有车型，均
享有1万元厂商购置税补贴。用户
到店订购SUV天逸还可享上市乐享
礼遇：除舒适型外，其他车型均可享
受最高1万元置换补贴，以及24期
免息信贷政策。

冠道240TURBO：启动百万人试驾

川西试驾东风雪铁龙天逸

华晨中华V3：重新定义极致驾趣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体系框架发布

车内污染评价有了新标准

□记者 介明钢

9月 26日，郑州法利玛莎拉蒂
4S店邀请20多家媒体齐聚恒升一
号庄园，在这里共同感受意式奢华和
运动的完美结合。

玛莎拉蒂 GranTurismo 柔和
起伏的曲线，勾勒出俊朗流畅、符合
空气动力学原理的迷人外观，尽显
纯正赛车风范。车头极富力量与动

感，椭圆形前格栅和水平布局的前
照灯可谓点睛之笔，LED日间行车
灯与前保险杠的线条相融。修长的
发动机罩上的经典V形凸起，以及
两侧翼子板上的三个进气口，都体
现了玛莎拉蒂的悠久传统。Gran-
Turismo 充分采用空气动力学设
计，可显著减少车身周围的气流漩
涡。造型夺目的侧面裙板，强化了
车身轮廓的动感效果。车尾造型尽

显 GranTurismo 的运动风格和科
技范儿：三角形尾灯由96个LED灯
组成，后保险杠下方设有宽阔的空
气动力扩散器。运动型座椅采用全
球高端皮革的精良包覆，确保超凡
舒适享受。座椅轮廓和靠背设计可
为驾乘者的身体和双腿提供卓越支
撑，特别是在高速过弯时提供完美
承托。前排座椅配有电动调节系
统。

感受奢华和运动的完美结合

玛莎拉蒂举办媒体品鉴活动

上汽郑州工厂竣工投产

互联网SUV荣威
RX3下线

吉利新博瑞品鉴会
郑州站落幕

□记者 史歌 刘婷婷

9月20日，“中国汽车健康指数
（C-AHI）”测试评价体系框架在中
国汽研学术会议中心发布。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际交通医学会主席王正
国说，针对汽车健康指数的综合研
究，这是一项中国第一、国际领先的
创举。

中国汽研总经理万鑫铭介绍，中
国汽车健康指数由中国汽研研究制
定，是立足汽车消费者、汽车企业、国
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
旨在通过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

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
在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1.94亿

辆的今天，消费者买车不只看颜值、
配置和油耗，还更多地关注车内污染
等影响乘员健康的问题。消费者需
要一个直观、可靠、精准的评价体系
为其购车提供参考；汽车企业需要一
个评价体系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新的
动力；中国汽车产业更需要对汽车健
康评价的新准则。

围绕车内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
在国际交通医学会的指导下，中国汽
研主导开展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的
研究工作，组建了来自汽车行业、医

学健康卫生行业、通信行业的专业研
究团队，在陆军军医大学的支持下，
通过开展试验评价，形成了中国汽车
健康指数体系框架。

中国汽研围绕车内危害乘员健
康的污染源，从车内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电磁辐射（EMR）两个维
度进行量化评价，将车内颗粒物
（PM2.5 等）和 车 内 致 敏 性 评 价
（VAR）作为观察项在后续重点关注
研究。在对汽车工业强国的消费市
场和技术发展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大
量的理论研究和试验摸底，凝结成中
国汽车健康指数体系。

□记者 赵丰玉

9月 14日，“1MILLIONPOW-
ERDRIVE”劲速联城冠道（AVAN-
CIER）试驾体验活动在广州开幕。
此次面向全国百万人群的深度试驾
活动，旨在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冠道
（AVANCIER）240TURBO“强大而
优雅”的尖端魅力，活动从9月至10
月在广州、沈阳、上海、武汉、成都、北
京六大城市相继开展。

全 新 大 型 豪 华 SUV 冠 道
（AVANCIER）是广汽本田的旗舰
SUV 车型，也是 Honda 洞悉全球
SUV市场发展趋势而倾力打造的战
略车型，冠道370TURBO自2016年
10月上市以来，迅速赢得消费者的
认可。今年3月份上市的240TUR-
BO进一步下探了大型豪华SUV的
准入价格门槛，博得市场的广泛青
睐。截至8月底，冠道全车系订单已
经超过7万台。

为了让更多“城市创享者”体验
到冠道（AVANCIER）240TURBO
的尖端魅力，广汽本田发起了覆盖百
万 人 群 的“1MILLIONPOWER-
DRIVE”劲速联城试驾活动。活动
包含满载爬坡商圈试驾“极限S挑
战”和二次加速道路试驾“点燃S之
道”两个环节，用高负荷、高速度等极
限车况真实考验冠道（AVANCI-
ER）240TURBO应对各种生活场景
的动力表现。

□记者 刘婷婷

9月26日，华晨中华V3之夜在
沈阳棋盘山启幕，华晨中华V3三代
重装上阵，以匹敌赛车的操控性能，
重新定义小型SUV极致驾趣。

作为合资反哺自主的重磅车型，
中华V3得到了宝马团队的技术支
持，从发动机到底盘到整车安全完整
移植宝马操控精髓。凭借强大的产品
实力和国际品质，中华V3横扫各大汽
车颁奖礼，并在2015中国量产车性能

大赛（CCPC）中斩获“蛇形绕桩”冠军，
从此踏上弯道王的传奇之路。

经过两年理念升级和技术沉淀，
中华V3三代再次革新而来，完美继
承初代车型的运动基因和“弯道王”
独特的卓越性能。今年7月，中华
V3再次出征CCPC，在“魔鬼之城”
克拉玛依技压众多合资品牌，包揽了
小型SUV自然吸气组麋鹿测试全组
第一、蛇形绕桩自主品牌第一、综合
操控自主品牌第一的“三冠王”佳
绩。不仅如此，在大丰站上，中华V3

更以无可匹敌的车身稳定系统和底
盘调校将场地计时赛、怠速车内噪声
两个单项冠军收入囊中。

据悉，中华倾力打造的V3弯道
王体验营即将于金秋10月恢弘启
程，旨在彰显中华V3的绝对实力，宣
示自主品牌的强势崛起。届时，久经
沙场的中华V3与每一位追求极致驾
驶乐趣的年轻人一起分享赛道体验，
提升驾驶乐趣。同时可以零距离感
受中华V3的高颜值、高性能与高科
技特点。

□记者 史歌 耿子腾

9月27日，上汽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竣工
投产，实力派互联网SUV——荣威RX3正式下
线。

在上汽集团的战略指引下，上汽乘用车开创
性地推出了一系列互联网汽车，获得了消费者的
热烈反响和市场认可。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对高
品质互联网汽车的需求，上汽积极布局中原，快速
建立起现代化的郑州工厂。

依托上汽集团30余年合资合作的经验，上汽
郑州工厂秉承“精益化、标准化、柔性化、模块化、
高质量标准体系”的“四化一高”生产制造标准，通
过一流的生产设备、最好的生产制造团队、最严苛
的质量保证体系，强力推动互联网汽车产能提升，
保质保量满足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

在郑州工厂诞生的“实力派互联网SUV”荣
威RX3，集众多越级优势于一身，诠释爆款基因。
外观上，荣威RX3延续了荣威RX5的超高颜值，
动感演绎荣威“律动设计”理念；互联网黑科技方
面，荣威RX3配备最新的上汽阿里互联网汽车智
能系统（2.0版本），升级了智能语音交互、在线多
功能地图、支付宝应用等互联网功能，还增加了美
食地图、组队出行、自驾游管家等更多个性化和社
交化的服务，并可实现不断升级迭代。在动力总
成上，荣威 RX3 将搭载上汽蓝芯 SGE18T 或
NSE1.6L新一代自然吸气发动机，分别匹配6AT
自动变速箱和CVT无级变速箱，最大功率可达
163马力，百公里油耗最低仅5.6升，完美平衡高
效动力和超低油耗。此外，荣威RX3还拥有8英
寸高清触控屏、1.19m2同级最大全景天窗、ESP车
身稳定系统等越级配置，将为用户带来高品质智
能出行新体验。

□记者 介明钢

“岂止所见——吉利新博瑞尊享品鉴会”9月
23日下午在郑州落下帷幕。现场通过一系列的
互动品鉴环节，百余名嘉宾充分体验了“五佳新博
瑞”在内外造型设计、动力操控、智能互联等方面
的全新优化升级。

8月1日，全新优化升级的新博瑞正式上市。
作为吉利iNTEC技术品牌战略落地发力后的首
款旗舰车型，新博瑞不仅内外观造型更加精致动
感，而且搭载了全新动力总成，并在底盘系统、
NVH等方面进行了全新优化升级，在智能、安全、
动力、颜值、服务等五个方面均给用户带来了舒适
智能的全新感知，引领中国品牌汽车从品质质感
到驾驶质感的飞跃。但除了新增的尊尚型与旗舰
4G版，新博瑞的售价与老款车型保持一致，真正
做到“增配不增价”。

□记者 耿子腾

9月26日，中国和谐控股（新郑）豪华车维修中
心在新郑市正式开业。这也标志着和谐汽车从此
进军新郑市豪华与超豪华汽车维修市场，将为新郑
市豪华车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加可靠的保障。

维修中心位于新郑市郑韩汽车城，临近主干
道、交通便利，拥有17个维修工位，23名员工，总
服务面积1216平方米。按照国际标准装修的维
修车间与服务设施，拥有与同品牌4S店相同的诊
断维修设备和专用工具。和谐集团是集豪华汽车
新车销售、二手车交易、保险销售与售后维修服务
于一体的全国连锁机构，与各大保险公司有着10
年以上的合作，在行业内也与多家备件供应商建
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和谐控股（新郑）
豪华车维修中心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