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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速递

广州车展 南方攻略

广汽丰田：
致炫展示超强质价比和性价比

11 月 20 日，广汽丰田正式发
布了“致炫”的正式销售指导价。
至此，这款丰田首度“专为中国市
场量身打造”的 A0+级“跨级时尚
大两厢”轿车，揭开面纱。致炫全
系共有 1.3L 和 1.5L 两种排量 6 款
车型，6.98万元起售。

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李晖
表示：“过去近十年里，广汽丰田
凭借先进的工厂、卓越的产品、创
新的渠道，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后
起之秀，现在到了广汽丰田‘亮
剑’小型车的时候。致炫的卓越
价值，体现了广汽丰田对消费者
的真心诚意，也体现了我们对小
型车市场志在必得的决心。”

据介绍，致炫在安全性能方面
也炫领同级车型。其被动安全性
完全可以满足我国C-NCAP五星
标准要求；尤其是行人保护能力达
到了欧洲 E-NCAP五星水准。致
炫的 GOA 车身 100%采用高强度
钢板。通过在车身框架主要受力
部位大幅提高超高强度钢板和加
强筋的使用量，致炫的车身刚度领
先于同级车，乘员保护能力和操控
性能进一步得到提高。特别值得
称道的是，致炫的前防撞横梁采用
了从瑞典进口的抗拉强度高达
1300Mpa的超高强度钢板，同级车
中最强；致炫有尾部横梁，大多数
同级车没有。而且门内防撞杆抗
拉强度高达惊人的 1600 Mpa以上

（屈服强度 1100Mpa 以上），不仅
同级车中所仅见，而且中高级轿车
阵营中也相当罕见。

东风标致:
301携三大利器震撼上市

为了能让这群“新生代”实现
30 岁前拥有人生第一辆车的梦
想，东风标致悉心打造了“新生代
品质先锋中级车”——东风标致
301，并于 11 月 19 日在广州上市，
共有 1.6L 排量 5 款车型 5 种颜色
可供选择，售价 8.47万元起。

301 沿袭标致 3 系 80 年的造
车精髓，坐拥 3 系全球 1200 万用
户的信赖。作为在同级别车中具
有标杆意义的一款全新车型，标
致 301 已经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掀
起了一股热销浪潮。东风标致
301 深刻洞察消费者需求，携“全
球品质、致雅设计、先锋配置”三
大利器，为新生代人群带来“有滋
有味”的汽车新生活。

圆润饱满的“风中水滴”前脸
造型，流畅自然的“风蚀雕塑”车
身曲线，灵动巧妙的“涟漪式”C
型尾灯，柔和舒适的“流水环绕”
内饰，大气又富自然之美的“自然
元素设计风格”赋予了东风标致
301放之四海皆准的美感。

东 风 标 致 301 的 配 置 ：
2652mm 同级别超长轴距、免钥匙
进入和一键启动系统、定速巡航、
超速控制器、方向盘下多功能集
成蓝牙与音响控制系统、真皮座
椅、一键式电动天窗、ESC 电子稳
定控制系统、4安全气囊和高强度
车身……全面领先同级车型。

东风标致同时推出“301 超值
置换”。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购买
301 的用户，自购买之日起，在未
来两年内换购东风标致任意一款
车型，将享受“一年八折、两年七
折”的置换价格。

劳斯莱斯：
客户定制之美璀璨羊城

11 月 21 日，英国顶级超豪华
品牌劳斯莱斯汽车携旗下三款精
选车型亮相广州。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来自英国古德伍德总部
Bespoke 团 队 的 最 新 力 作 ——

“Canton Glory”；另一来自本地客
户的高度定制版幻影车型亦充盈
着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全新魅影

（Wraith）车型也一同亮相。
2013 年恰逢劳斯莱斯汽车总

部落户英国古德伍德以及进入中
国市场双十周年纪念，如今中国市
场也已经发展成为劳斯莱斯汽车
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劳斯莱
斯汽车希望通过客户定制计划，让
个性化成为每台车的标签，首次来
到亚洲展出的劳斯莱斯汽车客户
定制计划工作坊，囊括了一系列由
英国古德伍德总部 Bespoke 团队
打造而出的个性化定制配件精品，
让观众可以更为真切地鉴赏个性
化定制的精湛工艺。

劳斯莱斯汽车中国区总监亨
瑞克表示：“我们十分高兴地看
到，中国的客户越来越青睐劳斯

莱斯汽车至臻的品牌价值和完美
的手工工艺，他们对于高级定制
的需求也日趋成熟。我们也希望
此次车展上揭幕的‘Canton Glo⁃
ry’广州特别定制版古思特车型可
以为中国客户带来耳目一新的定
制体验，令其更加深入地理解劳
斯莱斯汽车客户定制计划。

东风日产：
新世代天籁·公爵全球首发

11 月 21 日，日产汽车公司执
行董事 Roel De Vriess宣布，“为中
国而生”、继承历代公爵先进技术
基因的新世代天籁·公爵正式发
布，随后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
总经理任勇宣布：知名艺人黄晓
明将出任其品牌代言人，针对新
世代天籁·公爵上市的创新服务
模式“公爵礼遇”同步启动。此
外，日产首款全尺寸 SUV 途乐、
2015 款 NISSAN GT-R 以及新世

代天籁智能贺岁版也正式上市。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公爵

始终是中高级车市场上先进技术
的代表。作为空间最大的中高级
车——新世代天籁·公爵会凭借先
进技术和豪华配置，为这个市场带
来新的震撼。”Roel De Vries说。

如其所言，新世代天籁·公爵
在继承 NISSAN 品牌高级轿车的
豪华尊贵基础上，更通过产品的创
新——集超长轴距和豪华驾乘体
验于一身，为消费者带来“750mm
贵宾厅级宽大空间”、“1st 头等舱
式宽适乘坐”、“13×3 私人影院级
宽豪享受”和“40%UP傲视顶级宽
广视角”四大产品优势，正式开启
中高级车市的“L”时代。新世代天
籁·公爵不但以超越同级的空间和
豪华配置，让消费者体验到更为宽
阔的产品体验；还通过与消费者内
心最真实需求的深入沟通，为他们
提供更加宽广的阅历和更加包容
的心境，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大不同
的“宽·容世界”。

启辰汽车：
发布全新品牌口号

11 月 21 日，东风日产携 NIS⁃
SAN、启辰双品牌全车系，以强势
阵容出击本届车展。启辰“50 家
族”3 款车型与纯电动车启辰 e30
等多款重磅车型，悉数亮相广州，

与观众进行近距离接触。
东风日产发布了启辰明年全

新规划——“UP 2014”，提出 2014
年启辰将实现事业、渠道和销量的
全方位升级。在产品扩充和渠道
拓建的有力支撑下，2014年启辰销
量将挑战同比增长 50%的全新目
标。本次车展，启辰也发布了纯电
动车 e30的中文命名——晨风。新
的中文命名作为启辰纯电动车全
面商业化运营的序幕，也宣告了启
辰在新能源领域的决心。

本届车展，启辰重磅推出全新
品牌口号“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年前，启辰品牌喊出“阅世界，悦
中国”的品牌主张，这个口号恰当
地表达了东风日产在推出启辰品
牌时的愿望——希望整合全球优
质资源，打造一个让本土消费者喜
爱的品牌。3年间启辰成为中国成
长最快的新品牌，已经拥有了 13万
用户，“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的新

主张更容易和
中国主流消费
人 群 产 生 共
鸣。随着全新
品牌口号的推
出，启辰品牌也
呈现出全新的
发展面貌。这
个生于本土、长
于本土的汽车

品牌，从产品实用价值到品牌情感
内涵，一直在不断升级，志在为消
费者营造更有价值的生活乐趣。

广汽三菱：
新劲炫 ASX精英版上市

本届广州车展，广汽三菱与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首次联合参
展，以“专业创造愉悦”为主题，携
旗下“新生代中级 SUV”新劲炫
ASX 和“全新商务越野车”新帕杰
罗·劲畅齐聚广州，发布了广汽三
菱 SUV 体验营的 LOGO 和“专业
体 验 ，愉 悦 生 活 ”口 号 ，“ 劲 ”显

“SUV世家”企业风采。
作为广汽三菱推出的首款新

车型，新劲炫 ASX 自上市以来，切
入目前增长迅猛的中级 SUV细分
市场，月销量节节攀升，成功跻身
主流行列，并以优异的表现荣获
2013 年度 C-NCAP 安全碰撞测
试五星评定。全新上市的新劲炫
ASX 精英版搭载世界著名赛车三
菱 EVO 的动力系统——4B11 型
MIVEC 发动机，配备 CVT无级变
速 箱 ，额 定 功 率 为 123kW/
6000rpm，峰 值 扭 矩 为 197N·m。
15.98 万元的市场指导价，拉低了
新劲炫 ASX 自动挡的价格门槛，
在同级别自动挡车型中极具竞争
力 。 至 此 ，新 劲 炫 ASX 形 成 了
1.6L、2.0L两个排量共六个版本的
丰富阵型，为都市精英群体带来
更多样化的选择。同时，购买该
车型将一如既往地享有 5 年或 10
万公里（以先到为准）的超长期限
保修等售后服务。

此前刚上市的“全新商务越野
车”的新帕杰罗·劲畅，凭借充沛三
菱动力、达喀尔越野底盘、时尚的
外观和内饰、7 座商务空间、达喀
尔冠军级通过性以及 20.88万元起

的超高性价比等卖点，必将开启
SUV市场的商务越野新时代。

东风风行：
景逸 X5 1.8T全国上市

东风风行携全阵容车型布阵
广州车展，并举行了主题为“探知
世界，发现自己”的景逸 X5 1.8T
全国上市发布会。

东风风行于今年 8 月推出了
国内首款“加大号城市 SUV”——
景逸 X5。以“动静皆舒适”的产品
主张，凭借在通过性、安全性、空间
及配置等六个方面超越同级 SUV
车型，1.6 升车型上市首月订单超
过 7000台。此次全国上市的景逸
X5 1.8T 车 型 定 位 于“10 万 元 级
SUV超值之选”，采用英国罗孚“卡
瓦奇”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输出
相当于 2.4 升排量自然吸气发动
机。与 1.6L 车型侧重“休闲兼代
步”功能相区隔，1.8T 车型切入的
是“城市运动 SUV”细分市场，侧重
运动功能，景逸 X5 以 1.6L 与 1.8T
的“双子星”式产品格局，实现了对
SUV市场的深入拓展。

此外，东风风行深入拓展商
务车市场的 2014 款菱智、新一代
公务车风行 CM7，以及大两厢家
轿市场销量冠军 2014款景逸也同
台亮相。从“全能商务车智慧新
格调”、“首席公务舱”、“加大号城
市代步家轿”到闪耀车市的城市
SUV 双子星，每一款产品都是东
风风行全面布局商务车、家用车
细分市场的硕果。将在明年上市
的首款三厢轿车虽然定位于 A 级
车，但宽敞舒适的空间却达到了 B
级车标准，而且在安全性、操控性
等方面也均有超越同级的表现，
有望为东风风行在家轿市场开辟
一片全新的天地。

广汽菲亚特：
意式两厢轿车 Ottimo致

悦魅力亮相

11 月 21 日，广汽菲亚特全球
魅力亮相第二款国产车型——两
厢掀背式轿车，并公布了中英文名
称“Ottimo 致悦”。致悦将于 2014
年上半年正式上市。菲翔新增系
列—— 菲 翔 炫 金 款 车 展 同 期 上
市。此外广汽菲亚特旗下的 Viag⁃
gio 菲翔周年纪念版、Freemont 菲
跃、菲亚特 500敞篷版、菲亚特 500
Gucci等全系车型也悉数登场。

随着“两厢掀背风”席卷年轻消
费群体，广汽菲亚特旨在打造一款
拥有纯正意式运动特质的两厢掀背
式轿车。在意大利语中，“Ottimo”
代表了卓越、极致之意，致悦由菲亚
特-克莱斯勒欧洲设计中心高级副
总裁Roberto Giolito所率团队倾力
打造，将两厢掀背车型的设计美学
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致 悦 拥 有 领 先 同 级 的
2708mm 超长轴距，缔造了宽敞舒
适的空间享受。拥有锐气十足的
前脸风格，玲珑有致的侧面线条
和饱满张扬的尾部造型，将意大
利跑车的运动设计和意大利的优
雅风范进行了完美融合，旨在为
中国消费者带来一款拥有独特意
式风格的两厢掀背轿车。

11月 22日，第 11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盛大开幕，今年广州汽车展以“引领方向，驾驭未来”为主题，整体规
模达 20万平方米，展车达 915辆，其中全球首发车 30辆。

作为全年车展的收官之作，广州车展既是对一年车市的回顾总结，也是预测明年车市的“风向标”，主流车企在本届
车展上均发布了重量级新车，目标直指 2014。

11 月 23 日，北京现代驱动新时
代的中高级坐驾——“MISTRA”名
图郑州上市，新车搭载 1.8L/2.0L 两
款自然吸气发动机，共计推出 8个颜
色 6 款车型，售价为 12.98 万元起。
名图定位为“驱动新时代的中高级
坐驾”，集简约时尚潮流、丰富内涵
价值和舒适私享空间于一身。

名图的前脸采用超大镀铬进气
格栅和大嘴造型，鹰眼氙气大灯搭
配造型独特的 LED 日间行车灯和保
险杠，一条高挑的腰线从由 A柱一直
延伸到车尾，大气稳重之下平添不

少“肌肉”感。
名图与欧洲版第八代索纳塔共享

平台，搭载 1.8L和 2.0L Nu发动机，该
发动机是现代汽车在动力总成方面的
最新研发成果,在 ix35、朗动等车型上
采用，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馈。1.8L
发动机最大马力 143ps/6200rpm，最
大扭矩 17.9kgm/4500rpm，与同级别
车型相比具有显著优势;2.0L发动机的
最大马力达到了155ps/6200rpm，最大
扭矩 19.6kgm/4000rpm。同时搭配领
先同级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器，让
MISTRA名图的换挡操控轻松平顺。

作为北京现代在“品牌元年”推
出的一款重量级车型，MISTRA 名
图将与第八代索纳塔一同构成中高
级车的强大组合，也将进一步丰富
北京现代的“D+S”车型阵营，将为北
京现代新十年发展和品牌提升提供
新的强劲动力。

（朱庭延）

11 月 17 日，江淮和悦飞行秀第
四季强势登陆“千年古都”洛阳，有

“中国第一单边特技女车手”之称的
华婷婷亲身上阵，与江淮全新二代
战车和悦 A30 形成“双明星矩阵”，
为世界文化名城洛阳带来了一股前
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在现场不断
的呼声中，华婷婷和和悦 A30 携手
上演“蛇形对开”、“漂泊移位”、“360
度腾移”、“单侧双轮行驶”等高难度

特技，每一次稳定的过弯、精确的入
位、流畅的漂移无不展示和悦 A30卓
越的动力操控、底盘调校、车身稳定
等性能。

作为江淮汽车平台化战略下第
二代乘用车产品的首款家庭轿车,和
悦 A30 由意大利明星级大师团队设
计,大面积地采用了高强度车身材料，
达成欧洲五星标准的高刚性车身结
构，配合博世 9.0版ABS+EBD、6安全
气囊、TPMS胎压监测等中高端车上
常 见 的 安 全 配 置 。 车 身 尺 寸 为
4435mm × 1725mm × 1505mm，配 合
2560mm 的轴距，车内有效空间全面
优于同级车。和悦 A30 搭载了获得

“中国芯”年度十佳发动机大奖的
1.5L全铝VVT发动机，配合操纵顺滑
的CVT无级变速器，形成黄金动力组
合，使得驾控更富激情。 （黄小静）

北京现代名图河南上市

11 月 12 日，全新君威及君威 GS
郑州上市发布会在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全新君威与君威 GS采用新一代
别克设计语言，荟萃与全球同步的
新一代 BIP 别克智能驾乘体系领先
科技，分别为中高级车树起新的时
尚坐标和性能标杆。

作为一款“时尚生活座驾”，全新
君威造型更立体、工艺更精致，全面
优化的底盘系统，配合 2.4L SIDI 智
能直喷、2.0L ECO 智能和 1.6T 涡轮
增压三款高效节能的发动以及全系
标配的新一代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共同造就了操控精准扎实、乘坐舒适
宁静的高品质驾乘感受。此外，全新
君威不仅标配包括 ESC 电子稳定控

制系统、CBC 弯道刹车控制系统、
HBFA 液压抗制动衰减系统、EEPO
刹车优先系统、TPMS电子胎压监测
系统等主动安全系统，还增加了 Hill⁃
Assist坡道辅助系统等配备，全面满足
欧美地区安全碰撞五星标准。

作为高性能运动车新典范，全新
君威 GS 则深度诠释了“智驱风尚轿
跑”的至纯本色。独树一帜的獠牙
型进气孔、运动型前保险杠、新造型
19 寸铝合金轮毂、车尾全新哑光饰
条设计，以及与车身浑然一体的动
感平衡尾翼，无不凸显如疾风骤雨
般的凌厉动感。领先同级的 Intel⁃
liSafe 前瞻性主动安全系统、带起停
功能的全车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偏
离预警、车道变更辅助以及泊车预
警系统等多项先进功能，引领行车
安全新境界。此外还有包括 IntelliL⁃
ink 智能车载交互系统、量身定制的
11扬声器 Bose Centerpoint环绕音响
系统等在内的越级豪华配置，共同
展现出全新君威 GS中高级高性能运
动轿车的绝代风华。 （李宪国）

别克全新君威及君威GS联袂上市

两年前创造 SUV 销售奇迹的纳
智捷大 7 SUV 日前推出超级锋芒限
量版，进一步强化产品的前瞻智慧，
并在内饰和配置上进一步升级，为
消费者提供更加尊贵、豪华的车型
选择。纳智捷 大 7 SUV 超级锋芒限
量版星光檀车型外观及大包围与在
售车型相比，超级锋芒限量版引入
了米其林轮胎、超纤皮质座椅、豪华
空力套件等独享配备，使这款车具
备了更尊贵、更豪华、更智慧的产品
优势，目前,新车已经到店热销。

回顾纳智捷 大 7 SUV 的发展历
程，不难发现东风裕隆家族产品始
终秉持着“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不
走寻常路的发展模式为这个新生品
牌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遇，也为旗
下产品拓展了最广阔的市场空间。

2011 年 9 月，定位于“LSUV”市场的
纳智捷大 7 SUV 以东风裕隆首款产
品的身份正式上市，不仅开启了纳
智捷品牌的新纪元，同时也一举成
为中国汽车市场智慧时代的开拓
者。纳智捷 大 7 SUV 凭借整合了影
音娱乐、电话通讯、卫星导航、行车
安全、车主专属、系统设定六大功能
的 Think+智慧系统，以及主动式 Ea⁃
gle View + 360 度 环 景 影 像 系 统 、
Night Vision+高感光夜视辅助系统、
LDWS+行 车 偏 移 侦 测 警 示 系 统 、
Side View+车侧安全影像辅助系统
等智慧配备一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上市第一年销量超过 30000
辆，成功进入中高端豪华 SUV 主流
车型领域，确立了自己在 SUV 市场
上的江湖地位。 （付斯琪）

11 月 2 日，上海大众斯柯达“越
野越自己——Yeti 野帝河南省预售
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据上海大众斯柯达品牌事业部
大华中区河南商务处负责人介绍：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首款 SUV 车
型，野帝拥有独具个性表现力的越
野性能、灵动的空间组合、周到的行
车配置以及贴心的安全保护。诸如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超大全景天窗
以及越野外挂备胎等专属配置更将
为广大消费者带去纵情自由、开拓
主宰的别样生活，值得期待。

在整车线条运用上，野帝勾勒出
了十足的越野范。前脸下部的亮银

越野下护板采用银色与黑色撞色设
计，极富层次感；车顶处，双色行李
架线条干练流畅，为整车增添色彩
与活力；在尾部，外挂式备胎设计带
来视觉上的空间层次感，更具 SUV
独特个性，备胎罩上的斯柯达全新
飞翔之箭徽标配以斯柯达特有的水
滴形曲线，与前脸设计风格交相呼
应，时尚动感。

在 SUV 市场，野帝独特的风格
设计为消费者带来与众不同的视觉
享受，而斯柯达家族设计语言的完
美传承则彰显了百年品牌的深厚内
蕴与自信自豪。

（朱庭延）

野帝河南动感上市

荧幕上，有这样一部传奇的影片，
拥趸无数。据说，那些渴望在《变形金
刚》中露脸的欧美大佬们，直接用直升
机吊着价值上千万的豪车送到迈克
尔·贝处，以期能获得试镜机会。

而广汽传祺，一个中国品牌却
被迈克尔·贝相中，破天荒地成为了
全球汽车经典大片《变形金刚 4》中
的角色之一。能受到迈克尔·贝垂
青的原因，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血
统？是中国汽车向上的品质、超越
同级车的安全设计？据媒体爆料，
在《变形金刚 4》中出现的，应该就是

广汽传祺曾在北美车展中大放异彩
的 E-jet 增程式混合动力车。传祺
E-jet 是一款新能源四门轿跑概念
车，基于广汽自主开发的全新 A 级平
台，并搭载由广汽自主研发的增程
式纯电驱动系统，具备“纯电驱动”
和“增程式驱动”两种驱动模式，是
广汽传祺的最新成果。同时在剧组
迈克尔·贝一直乘坐着传祺 GS5 来往
于片场之间，这不仅能使迈克尔·贝
加深对传祺的了解，更大程度上，也
反映出了其对传祺的信赖。

（张磊）

11 月 25 日，一汽丰田全新
VIOS 威驰全国首站试驾会在
天津举行。全新威驰并换代车
型，而是一款秉承着“回归起
点，从零开始”的研发理念、专
为中国年轻消费者全新开发的
车款。

全 新 威 驰 秉 承“VALUE
BEYOND BELIEF 超越期待”
的设计理念，定位于都市新锐

“锋”尚座驾，Keen Look锋锐前
脸与 Under Priority梯形下格栅
令全新威驰更显明快、动感，多
用于跑车设计的长筏形车顶及
F1动力学导流鳍令它的风阻系
数仅为 0.28，4410mm、1700 mm
的车身长度及宽度，506L 的行
李厢，使其空间全面领先于同
级车型。中控台巧妙运用“丝

巾扣”设计，延展视觉空间，而
缝线式装饰、全新钢琴黑面板，
呈现出立体又有质感的效果。

全新 VIOS 威驰搭载了专
为中国市场研发和调校的全新
NR-FE1.3L、1.5L 型发动机及
i-Super AT 变速箱实现了动力
和操控的最佳平衡。其中最新
双VVT-i 4NR-FE与5NR-FE
发动机燃油效率提
升 了 6%的 同 量 ，实
现 了 同 级 别 内 11.5
的顶级压缩比。而
全 新 i-SuperAT 变
速箱更为小型化和
轻量化的同时，“锁
止范围扩大”、“6AT
采用全新控制”等技
术，令换挡更加顺畅

迅捷。试驾过程中，全新威驰
起步迅捷，加速线性连贯，刹车
灵敏，无论是停车、低速还是高
速行驶，都有着可靠稳定的操
控表现。而全新威驰综合工况
下 5.4L/百公里（1.3L MT）的油
耗以及 6.98万元的起售价格也
给消费者带来不少惊喜。

（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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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 4》导演迈克尔·贝：给传祺“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