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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年味渐浓。如何备年货成了每个家庭的重头戏。对于常年在
外的人来说，“衣锦还乡不如年货满厢”，把多种多样的年货带回家，与家人一
起过个红红火火的春节，才是人们对于春节的最美愿望。

抢年货，过大年，欢喜新年共向前

俗话说“春节
前后，忙前忙后”，
此时怎么能少得
了一辆“红红火
火”的雪佛兰呢。
2月3日至4日 、2
月 10 日至 11 日，
更有两场精彩纷
呈 的 春 节 狂 欢

“趴”蓄势待发。
这里有多种多样
的精美年货，有丰
富多彩的互动游
戏，还有纯正的美
式驾享激情，更有
雪佛兰全系车型
带你领衔新年第
一波鸿运，现场专
享新年惊喜购车
政策。

抢年货
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抢年货”活动，就能获得新

春福袋，围巾礼盒（二选一），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参与
活动还能获得500元购车代金券，让你满载幸福迎新
年。除此之外，丰富多彩的春节活动在雪佛兰展厅火热
进行中，写春联，写福字，福气满满过新年。

抢话费
5元话费红包：分享你的春节梦想，就能得到5元话

费。参与H5“抢话费”活动，创造你的梦想公式并分享
给大家，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新春的喜悦。

抢京东卡
50元京东卡任性拿：参与活动就能得到京东卡，

在2月28日之前到当地雪佛兰4S店试驾探界者任何
车型，即可直接获得50元京东礼卡，你没看错，就是
那个可以在京东随意买买买的消费卡，数量有限，先
到先得。

2月1日-2月25日，“纵情山水 无愧时代 新年共向
前”雪佛兰2018新春抢年货活动火热开启，参与活动即有机
会获得以下礼遇：

你还等什
么？马上扫描
二维码，2018，
美好的一切，
就从雪佛兰开
始。

□记者 耿子腾

1月28日晚，品质魅
力家轿传祺GA4河南区
域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中
原福塔华丽上演。作为
广汽传祺“轿车振兴计
划”的重磅力作，传祺
GA4凭借出色的设计和
做工品质，从北美车展首
发亮相以来就受到了广
泛的关注和认可。

传祺GA4沿用家族
“光影雕塑2.0”的设计手
法，舒展优雅的造型更显
大气体面。锋锐的凌云

翼格栅与展翼式头灯横
向相连，贯通的视觉带来
强势的气魄。锐利的腰
线贯穿首尾，矫健的车尾
搭配箭羽式尾灯，让人过
目难忘。4692mm的越
级车长，采用GAEI空间
最大化人机布局设计理
念，从容应对多样化用车
需求。大面积软包仪表
台、前后真皮座椅，确保
了用户触手可及的柔
软。车内配有同级鲜有
的后排独立专属出风口、
USB充电接口。

8英寸全彩液晶中控

大屏、In-Joy 智联交互
系统、CarLife 智能手机
互联系统、手机无线充电
模块等智能配置，一步秒
达智联娱乐。标配德国
博世ESP9.1车身稳定系
统，拥有了更快响应与更
高的稳定性。高强度的
安 全 车 身 设 计 ，加 上
TPMS直接式智能胎压
监测系统与安全气囊等
十项安全科技，构筑全方
位的安全保护。发布会
现场，河南首位GA4车
主求婚成功也带来了意
外惊喜。

全新捷豹XEL：激情试驾尖峰岭

□记者 赵丰玉

国产全新捷豹XEL正
式上市后，受到很多年轻消
费者关注，有望成为2018年
的走量车型。1月27日，全
新捷豹XEL试驾活动在三
亚举行，从尖峰岭上曲折蜿
蜒的山路，到海南环岛高速，

再到市区道路，展示出其在
设计、运动、科技等多方面的
越级实力。

尖峰岭位于三亚市北部
乐东县境内，盘山道路蜿蜒
曲折，非常适合检验一款车
的操控性能。操控轻松、超
车轻松、过弯轻松，是大家对
全新捷豹 XEL 的整体感

受。全新捷豹XEL搭载的
Ingenium2.0 升 四 缸 发 动
机，荣获了“2018沃德十佳
发动机”称号，具有连续可变
升程控制系统，同时应用了
电动液压配气机构、全新
200bar直喷系统、集成式排
气歧管以及双涡管涡轮增压
器等诸多前沿科技。在变速
箱的选择上，全新捷豹XEL
搭载ZF8速自动变速箱，配
合先进的发动机，可以带来
敏捷、高效、平顺的动力体
验。全新捷豹XEL使用跑
车 级 的 底 盘 ，与 捷 豹
F-TYPE相同的双叉臂前悬
挂，让车辆的横向力支撑刚
性更强，实现跑车级精准的
操控和抓地性。

从出发前的静态观察以
及车队行驶中的动态观感来
看，全新捷豹XEL的外观设
计简洁优雅，车身线条流畅
洒脱，轿跑特质显露无遗。
进入车内，完美的细节设计
以及宽敞的空间，说明了全
新捷豹XEL的用心。车内
采用温莎真皮座椅，游艇式
设计乐享乘坐奢华。

全新捷豹XEL搭载12.3
英寸 TFT多功能液晶仪表
盘，虚拟仪表盘分辨率高达
720p，提供四种预设显示主
题和全屏导航功能。搭配
10.2英寸触摸屏，超宽屏幕
显示更多信息，“一屏双显”
则能让正副驾驶位各自观看
不同信息。

斯柯达柯珞克：带来高品质的SUV驾乘体验

□记者 解元利

作为继柯迪亚克之后上
汽斯柯达SUV战略下推出
的第二款车型，KAROQ柯
珞克定位为一款紧凑型多功
能SUV。2月1日，记者有幸
对柯珞克进行了国内的首次
试驾，那么，这款德系SUV

的真实表现到底如何呢？
在外形上，柯珞克采用

斯柯达家族式水晶切割设计
语言，整体造型动感硬朗，充
满力量感。车身长宽高分别
为 4432mm、 1841mm、
1614mm， 轴 距 达 到
2688mm，拥有同级领先的
车身尺寸，提供了出色的头

部和腿部空间。动力方面，
柯 珞 克 搭 载 EA211 系 列
TSI230和TSI280两款涡轮
直喷发动机，匹配7挡双离
合变速箱，最大扭矩高达
250N·m/1750～3000rpm，
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5.8L，
兼具充沛的动力输出和高效
的燃油经济性。

在操控性方面，柯珞克
提供了经济、标准、运动及个
性化四种驾驶模式。不同模
式下，发动机、变速箱、转向
系统、ACC自适应巡航以及
空调等的输出特性亦有所不
同，便于应对不同路况，同时
也带来更多驾驶乐趣。

作为一款凝聚着斯柯达
“实在·不简单”品牌精神的

全新车型，柯珞克的功能配
置在同级车中优势明显。全
系标配ESP车身电子稳定系
统、智能疲劳提醒功能、
TPMS轮胎气压监测系统、
发动机启停、制动能量回收
等 8 大实在装备，尽显贴
心。此外，EPB电子驻车、
AutoHold 自动驻车、ACC
自适应巡航带走停功能、第
三代自动泊车辅助系统、倒
车警示刹停功能、盲点监测
以及前方安全辅助系统等进
一步提升了驾乘体验的舒适
度和安全性。这款全新SUV
将在今年第一季度正式上
市，势必为消费者带来高品
质的SUV驾乘体验。

传祺GA4河南区域上市

比亚迪：“感恩450万辆”再出发
□记者 解元利

1月25日，“在一起，
更完美，感恩450万，共
迎造车新时代”比亚迪河
南区答谢会在郑州举行，
与会嘉宾不仅对比亚迪
电动未来战略有了深入
了解，更在一场别样的冰
雪试驾体验中，感受到了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优
异驾控性能。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华中区厂家代表
与参会的媒体和嘉宾一
道，回顾了比亚迪汽车的

发展历程。2017 年，比
亚迪新能源汽车连续三
年全球销量第一，在全球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
率攀升至约13%。2018
年1月9日，随着第30万
辆新能源汽车的下线，比
亚迪成为国内最快达成
新能源汽车30万辆产销
规模车企的同时，也成就
了比亚迪全系450万辆
的壮举。作为最早明确
新能源发展战略的车企，
比亚迪截至目前已构建
起包括“轿车+SUV、插
混+纯电、五座+七座”的

新能源产品矩阵，在国内
拥有最丰富的新能源汽
车产品和最庞大的新能
源汽车保有客户群。

据悉，2018年，比亚
迪将完成全系60万台的
任务，其中新能源车销量
要突破20万台，几乎在
2017 年销量上直接翻
番。同时，配套建设3万
个充电桩，销售范围达到
400个城市，继续扩大非
双补城市的推广，推动新
能源车市场从一、二线城
市向三、四线城市的拓
展。

□记者 祁驿

1月 31日，雷克萨斯旗舰级豪
华轿车全新LS及旗舰级豪华GT轿
跑全新LC郑州区域上市盛典在裕
达国贸酒店举行。

全新LS以“切子”玻璃工艺为灵
感，打造随光线变化而折射不同光彩
的“凌光切子”内饰板；汲取传统折纸
艺术灵感，展现具有立体纹理的“鹤羽
折布”内饰车门装饰；运用日本传统薄
木切片工艺创造的天然艺术内饰板
等，为驾乘注入丰富的情感体验。

凭借仿生学技术，全新LC再现
了大自然中蓝色闪蝶的生动色调，
创造出更高饱和度的、耀眼的闪蝶
蓝车身颜色。而源于海上日出的晨
曦内饰颜色，则利用橙、白、蓝三色
大胆对撞，创造出充满创新性与想
象力的视觉冲击之美。

车门开启，温润如“行灯”般的
车内氛围照明系统徐徐点亮，全新
LS以光而不耀的暖意呈现归家的温
馨。此外，全新LS的右后座还拥有
最大48度可调节倾角角度的Otto-
man行政座椅，乘客可以放松地开
启每段旅程。而当乘客下车时，Ot-
toman行政座椅的靠背还具备座椅
复位的特别设计。为打造豪华GT
轿跑优美且舒适的座椅，全新LC团
队历时两年时间、经过50个原型座
椅试验后，最终成就了理想的座椅
设计，保证驾乘者能基于“自我调整

“的概念达到高效的契合和称心的
舒适。

雷克萨斯双旗舰
郑州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