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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克02上市 引领豪华潮流

6月 28日晚，在领克张
家口工厂，领克品牌旗下第
二款 SUV车型——领克 02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于高能
轿跑SUV，共8款车型，售价
区间为12.28万~19.28万元。

领克02外观设计运动个
性，比传统SUV更低的底盘
让它有媲美轿车的操控，但
头部空间并没有因为溜背的

设计而受影响。它的线条弧
度更具曲线性，感觉圆润饱
满，同时利用暗线修饰车身
增强柔和度。特别是高级灰
版本，加上内饰的设计，彰显
其豪华感。

与 沃 尔 沃 共 享 的
Drive-E动力总成和各项高
科技配置，是领克02的核心
卖点。其搭载2.0T和1.5T两

种动力总成，均配备7速双离
合变速箱。2.0T版本配备适
时四驱系统。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自
动驻车、AQS空气质量管理、
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
LED日间行车灯、自动空调、
后视镜电动调节等。中高配
车型还配备主动刹车、车道
偏离预警、并线辅助、自适应
巡航、自动泊车、发动机启
停、陡坡缓降、盲点监测、
360°全景影像等。

另外，领克正式启动了
新能源战略，领克01插电混
动 版 车 型 —— 领 克 01
PHEV开启预售，补贴前预
售价为24万~27万元。该车
型百公里综合油耗为 1.7L，
纯电模式下续航里程51km，
最大续航里程992km。

紧凑型SUV柯米克上市

6月 27日，上汽斯柯达
旗下全新紧凑型SUV——柯
米克正式上市，售价10.99万
~13.09万元，率先将合资紧
凑级SUV的价格门槛下探至
10万元级别。

针对中国市场量身打造
的柯米克，延续斯柯达当下
SUV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经典的直瀑式前格栅、大量
的折线营造出了大气时尚的
视觉效果，同时，新车全系标
配LED日间行车灯及带有透
镜的头灯组。车身尺寸方
面，长宽高分别为4390mm、
1781mm、1606mm（带车顶
行李架），轴距为 2610mm。
内饰方面采用了更年轻化的

设计，中控采用T字形布局，
各功能区划分清晰。

配置方面，柯米克最大
的亮点在于全系标配斯柯
达智随在线互联系统，中控
屏幕尺寸达到 8英寸，具备
语音控制功能。该系统还
支 持 苹 果 Carplay、百 度
Carlife 以 及 Mirrorlink 三
大版本，内置兴趣点推送、
地图升级更新、步行导航、
我的行程、车辆限牌导航、
实时路况导航、实时天气显
示等功能。此外，购买柯米
克就可三年免费使用4G流
量。动力方面搭载了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
110马力，峰值扭矩150牛·
米，匹配 5 速手动和 6 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全新凯越：好看好开智能省油

6月 28日，全新一代凯
越试驾会在大理举行，通过
试驾，记者对这款新车的感
觉是：好看好开智能省油，配
置与价格均有诚意。

全新一代凯越外观更立
体、更大气。飞翼式格栅配合
展翼式头灯，车身侧面有俯冲
之势。轴距达到2611mm，前
排头部空间、后排膝部空间较

上一代车型也都有不小提
升。后备厢容积达到491L，
满足家庭出行需求。

试驾时，为了沐浴洱海
的风，我们车上的三个人决
定不关窗户，虽然风阻会大
一些，但全程结束，记者所驾
车辆行车电脑显示百公里油
耗仅为4.3L。此外整车驾控
感觉很轻松，起步加速平顺

自然，感觉不到任何抖动和
噪音，这得益于全新一代
1.3L Ecotec 双喷射发动机
与CVT智能无级变速箱的完
美配合。

全新一代凯越全系标配
第十代OnStar安吉星全时在
线助理，自带车载 4G LTE
移动WiFi热点功能，为用户
提供紧急救助、被盗车辆定
位、音控导航、车况检测、专
属管家、手机APP应用等七
大类22项功能。全系标配6
安全气囊，并在全系标配
ESC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
上，增加 HSA 坡道辅助、
SLSC直线稳定性控制等电
子安全辅助系统。

此外，全新一代凯越8.39
万~9.99万元的价格也相当
亲民。

6月27日，记者驾驶着
全领域大 7 座智联网豪华
SUV荣威RX8来到青城山
脚下，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
清爽夏日。

律动的设计语言外加更
强的力量感，车身高大遒劲
有力，搭配顶级性能的全
LED灯组，自带各种科技豪
华配置，荣威RX8让你出行
不丢面。

座舱采用环绕式设计，
富有层次，做工极致考究，配
合极佳的NVH静音效果，
乘坐过荣威RX8之后，不论
是采用顶级北美进口小牛
皮、高达2.367㎡同级之最的
软包面积，还是一体式中央
面板设计、百万级豪车上才
有的高级材质元素，都让你
对它刮目相看。而30TS级
豪 车 高 效 动 力 ，配 合
ALL-DRIVE智能全领域驾

驶系统，搭载“蓝芯”纵置
2.0TGI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
发动机，搭配成熟可靠的纵
置爱信6AT变速箱，动力传
递高效、平顺，还实现了9.1
秒的百公里加速和 9.1L的
百公里综合油耗。

荣威RX8搭载整合了
多项辅助驾驶系统于一身的
Super Pilot智能主动驾驶
辅助系统、LVDS双屏信息
互动显示等多项驾驶辅助科
技和人性化配置，保证了这
样一台大车开起来足够安
全、舒适。RX8搭载全新一
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基
于AliOS的斑马智行解决方
案，率先完成了由“互联网”
到“智联网”的进化，让大型
SUV出游更智能便捷。同
时互联网系统还能通过
OTA无限升级迭代，成长为
越来越懂你的出行伙伴。

荣威RX8：让出行更有型

C-HR：越级就是这么酷

6月30日，“潮流新物种
——C-HR”品鉴会在武汉
举行，展示了广汽丰田TN-
GA 家 族 首 款 SUV 车 型
C-HR的越级性能与炫酷风
采。

C-HR 售价 14.48 万~
17.98 万元，基于 TNGA 架
构的先进性，其众多源自于
中高级车型的配置体现出越
级性能。全系标配10空气
囊、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全系统（丰田规避碰
撞辅助套装）、百公里综合工
况油耗达到同级领先的
5.7L、悬浮式 9英寸语音导
航、全球先进的TNGA高热
效率2.0L发动机、全球首创
齿轮传动的CVT变速箱、双
叉臂式独立后悬挂，长达
2640mm的轴距以及接近中

高级车的1510kg整备质量
等，成为C-HR受到众多车
迷青睐的重要价值优势。

对于年轻人来说，选一
款车，外观是不是够酷，有没
有特点至关重要。C-HR车
身设计以“Sexy Diamond”
魅力钻石为主题，采取宽体
低俯充满肌肉感的车身造
型，打造出上身紧凑，下身充
满力量感的独特车身比例。
隐藏式后门把手设计，巧妙
地将后门把手设置在造型独
特的车顶和角窗柱的分隔区
域内，营造悬浮效果，带来双
门 跑 车 般 的 视 觉 冲 击 。
C-HR有 11种个性车身颜
色可选，包括5个基本颜色
及 6 种双色车身颜色。其
中 ，碧 玉 蓝 和 柠 檬 黄 为
C-HR专属车身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6月30日，由北京汽车
发起的“探享冠军之巅——
2018北京汽车燃情世界杯
之旅”在郑州花儿胡同音乐
酒吧组织了一场盛大观赛
PARTY，众多车友、球迷共
同度过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欢
乐时光。

活动从一场声势浩大的
“车队巡游”开始。由数台经
过精心包装、充满足球元素
的北京（BJ）20和全新绅宝
D50组成的世界杯车队，带
着统一着装的车友、球迷从
北汽郑州大广店出发巡游，
为世界杯打CALL助威。北

京（BJ）20 是“全能·型”
SUV，时尚个性的外观与世
界杯元素相映成趣，充沛的
动力和灵活的操控性让它在
城市复杂路况下穿行得游刃
有余；全新绅宝D50则依托
丰富的智能配置在行车便捷
性与安全性方面展示出其独
特魅力，无论是先进的车载
语音控制系统，还是同级仅
有的360°全景影像、MOD
低速动态物体识别、BSD盲
区监测系统、LDW车道偏离
警示系统等智能辅助驾驶配
置，都让整个巡游变得轻松
有趣。

北京汽车：
回馈车友共赏世界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