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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全新众泰
T600品质试驾会在郑州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流媒体及客
户体验了新车的超凡魅力。

外观方面，全新众泰
T600运动与时尚完美交融，
锐利的LED前大灯组与中央
六边形的进气格栅相连，T字
形布局，帅气无两。内饰方面，
三辐多功能平底方向盘精致
大气，全新的中控彩色大屏及
多色可调氛围灯饰彰显豪华
气质。动力方面，采用1.5T和
1.8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

率 分 别 为 105kW 及
130kW，最大扭矩分别是
207N·m和245N·m，传动系
统匹配6挡手自一体变速箱
和7挡双离合变速箱，动力和
燃油经济性兼顾。试驾过程
中，全新众泰T600无论是行
进在宽敞平顺的公路上，还是
行进在蜿蜒起伏的路况中，都
能够应对自如。

试驾会结束后，众泰汽
车还举办了其全系车型抢购
会，现场客户体会到了礼品
拿到手软的幸福。

山川秘境，一骑纵横：试驾奔驰GLE/GLS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11月24日，“山川秘境，
一骑纵横”2018年冬季梅赛
德斯-奔驰北区试驾之旅在
北京古长城脚下圆满落幕。

“性能强劲的奔驰SUV
家族在北区一直是热销车型，
有力地支持着北区的市场表
现。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GLS SUV 和 GLE SUV 更
深受北区消费者青睐。”北京

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北区总经理魏超先生
表示，“未来，我们将持续扎根
北方市场、挖掘北区客户需
求，提供因地制宜、因客制定
的星徽品质服务。”

GLS SUV 凭借卓尔不
群的越野实力、豪华宽适的驾
乘空间及安若泰山的安全性
能，在山川之间给记者带来

“放怀天地”的自信与从容。
而GLE SUV则带来更具动
感的车身设计，敏捷平顺的操
控实力以及全面护航的智能
科技，彰显“全领域、尽纵横”
的傲人实力。

尤其是在起伏的山路试
驾 中 ，GLS SUV 和 GLE
SUV过人的越野实力、强大
的智能安全科技，令记者在挑
战崎岖山路时更显从容。
GLS SUV 和 GLE SUV 搭
载车道追踪组件，通过盲点辅
助系统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的相互配合，时刻监测并提醒
驾驶者保持车道。此外，两款
车型均提供确保行车稳定的
侧风稳定控制辅助系统和可
抑制打滑倾向的电控车辆稳
定系统，令驾驶者在征服险峻
山路时更加胸有成竹。

新雷凌185T：让年轻人自信出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近日，针对新雷凌185T，
广汽丰田举行深度试驾活动，
从动力、油耗、操控、设计等方
面，展示出这是一款能让年轻
人自信出行的中级车。

从外观看，新雷凌185T
具 有 直 逼 中 高 级 车 的
2700mm轴距，六角形的下格
栅设计大气宽阔，透镜式前大
灯和LED尾灯的结合，实用

不失时尚，配合着双色涂装铝
合金轮毂，酷炫大气。

新一代智能T动力，即丰
田先进的“D-4T直喷涡轮增
压发动机”与“S-CVT模拟8
速超智能无级变速箱”动力总
成，使新雷凌185T在驾驶过
程中动力十分强劲带感。前
排标配的运动型座椅极具包
裹性和承托感，让人能专心享

受刺激的操控体验。两天的
深度试驾，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在5.4L左右，动力强油耗低，
对于收入不太高的年轻人来
说，很实用。

新雷凌 185T 自带百度
CarLife的实时路况系统，能进
行语言识别操作。只要说出目
的地，所有的路况路线都可以
在8英寸大屏上看得一清二
楚，很好地规避了拥堵路线。
不仅如此，通过百度CarLife
还可与手机进行同步互联，影
音娱乐和在线通信等功能都不
在话下。此外，新雷凌185T的
后排座椅可以四六分割，随意
拆分放倒，能根据所携带行李
的数量灵活调整后备厢空间。

作为一款中级车，新雷凌
185T在各方面表现得都很不
错，确实是年轻人的实用之选。

试驾领克03：A级车市又添猛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月23日，记者在珠海
感受到了领克03带来的运动
风潮，也近距离接触到了这
位“三好学生”的魅力。

好开。本次试驾途经城
市道路、高速、乡村道路、桥梁
道路等多种路况，更好地体验
到了领克03的驾驭感。作为

沃尔沃和吉利合作开发的
CMA平台的第一款运动型轿
车，又有着在日本富士山赛道
上市的情结，一出生就标记了
自己无处不赛道的感觉。记者
在复杂的城市道路上，连续几
个超车后将驾驶模式调至运动
模式，领克03油门踏板的灵敏

程度会飙升，无论低速还是高
速，均可迅速转换。领克03全
系搭载由沃尔沃和吉利汽车联
合 开 发 的 Drive-E 系 列
1.5TD高效能发动机，最大功
率180ps，1500转时即可达到
265N·m的峰值扭矩输出，0~
100km/h加速仅需7.9秒。

好听。领克03高配车上
配置了哈曼infinity 10扬声
器音箱，给你澎湃动感感受，
全方位满足了消费者对于高
品质车生活的需求。

好用。领克03搭载了全
球首款轿车车规级INCELL技
术，配合康宁玻璃大屏和安卓
系统，让10.2英寸智能中控屏
的操作更接近手机，还可实现
APP远程遥控，如发动机启
动、寻车、车况监控等。

博瑞GE科技风潮生活馆
带你体验出行黑科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11月25日，“博瑞GE科
技风潮生活馆”在郑州开
启。通过现场设置的直播式
互动讲解，嘉宾不仅可以更
全面地了解博瑞GE的各项
智能配置，还能感受到吉利
专业、贴心、温馨的服务。

此次活动通过街区场景
模拟，生动还原了城市日常通
勤环境，包含暴雨场景、颠簸
路段、窄道行驶等8大场景，让
嘉宾沉浸式体验博瑞GE的安
全智能配置，从而更放心。

现场专门设置了自动泊
车体验环节，驾驶员只需将车
停靠在车位附近，博瑞GE的
APA全自动智能泊车系统即
可智能识别车位周围的情况，
且自主轻松完成全自动泊车。

博 瑞 GE 以 1.5TD +
7DCT为基础黄金动力，拥
有48VBSG轻度混合动力和
PHEV插电混合动力两种动
力车型，并且是中国品牌首
款量产的具备L2级别智能
驾驶的B级车。

上汽大众SUV家族
挑战高难度越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11月24日，一场野性十
足的试驾会在上汽大众华中
SUV越野试驾基地上演。

试驾现场，城市出行前所
未遇的各种复杂越野路况纷
纷上演，一次次挑战车辆极
限，而上汽大众SUV家族各
车型良好的操控性、通过性、
舒适性、安全性也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体现。

试驾场地内的路段全部
为非铺装路面，部分越野项目

堪称“勇敢者游戏”，坐在副驾
上的试乘体验者都感到非常
紧张。不过上汽大众SUV家
族的“三剑客”并未让人失望，
无论多么惊险，都能从容通过。

作为上汽大众SUV家族
的新秀，面对场地内的各种挑
战，不少体验者一开始还对途
岳信心欠佳，不过经过全程体
验之后，先前的疑虑全部打
消，途岳用它的实力证明了自
己、征服了观众。

全新众泰T600试驾会
登陆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11月24日，广汽丰田旗
下全新跨界SUV——C-HR
天窗版在郑州上市，新车推出
7 款车型，售价 15.98 万~
18.38万元。通过天窗版上
市、车友会成立及潮级改装车
展示、专业试驾深度体验等活
动，成功在郑州掀起一股极致
体验新潮流。

试驾环节，C-HR在直
线100km/h加速紧急制动、
弯道 40/60m 距离加速过

弯、70米颠簸路面、实际路
况模拟等科目中，展示了绝
佳的操控、安全与舒适性能。

C-HR前脸采用了丰田
最新的家族式风格，配备了
全LED灯组的大灯和中央
饰板一体式设计。尾部整体
造型较为简洁，配合颇具设
计感的回旋镖形尾灯。车身
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
为 4405mm、 1795mm、
1565mm，轴距为2640mm。

广汽丰田C-HR天窗版
登陆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