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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好驾校发现好驾校 推荐好驾校推荐好驾校 学车知道好驾校学车知道好驾校””

由河南日报社主办的“2014 年河南驾驶员最信赖的明星驾校”公众推选活

动，日前落下帷幕，本次活动旨在挖掘一批教学质量高、服务态度好的驾校，树立

行业标杆。活动历时 5个月，候选驾校涵盖了河南省 100余所驾校，网络投票吸引

了数万网友的参与。评选采取网友推荐和专家评议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最终评选

出了行业及社会认可的“2014年河南驾驶员最信赖的明星驾校（30家）”。希望能

对大家今后学车提供参考（排名不分主次）。

宝丰县顺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郑州市汇通驾驶员培训中心

商丘市华豫驾驶员培训学校

陕县西典驾驶员培训中心

三门峡市巴顿驾驶员训练学校

平顶山市新城驾校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汝南县通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民权县盛达驾驶员培训学校

信阳市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泰驾驶员培训学校

平舆县宏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灵宝市蓝盾汽车驾驶培训学校

安阳市滑县蓝盾驾驶员培训学校

三门峡市吉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上蔡县宏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新乡市凤泉区天峰驾驶培训学校

新乡市盛源驾驶员培训中心

新乡市汇通驾校有限责任公司

卢氏县通程驾驶员培训中心

渑池县会盟友谊驾驶员培训学校

灵宝市金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民权县政通驾驶员培训学校

义马市交通驾校

焦作市沁阳市鑫兴驾校

安阳运输总公司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叶县东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漯河市顺成驾校

漯河市金诚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鲁山县万通驾驶员培训学校

宝丰县天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三门峡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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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原车市纵览中原车市 尽享汽车生活尽享汽车生活

东风风行，东风柳汽旗下的乘用
车品牌，年均增幅超 30%、正加速冲刺
自主品牌第一阵营的黑马，借广州车
展启动了品牌升级战略。

“用心”，是东风柳汽本次参展的
核心主题，而“用心成就生活”恰恰是
东风风行品牌的核心理念。这意味
着，在东风柳汽的品牌升级中，东风
风行乘用车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

“用心”，也标志着东风柳汽在品牌建
设上的转型：将产品变成服务、将功
能变成体验、将用户变成粉丝。

品牌转型产品为先，全新发布的
2015款菱智与 2015款景逸，根据用户
需求的最新变化，于“做精做细”上的进
一步升级，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东风风

行的“用心”。“不止于大，舒适再进化”
诠释了 2015款景逸X5和景逸X3产品
力的再提升，如新款景逸 X5全系车型
标配自动落锁、胎压监测、360°全景环
视等系统，加量不加价。2015款菱智则
以“用心，只为更好的生活”表达了其用
心改善产品性能，致力于推动车主事业
发展，与车主共创美好生活的愿景。

据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销售公司总经理姚利文透
露，未来三年内，东风柳汽共计有 5款
全新车型正在加紧研发，再加上东风
B+发动机项目为东风柳汽带来的动
力总成核心技术的提升，以及东风风
行新基地 40万辆产能规划，东风风行
目标直指自主品牌一线行列。

战略升级 新车首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车展综述

本报记者 朱庭延 李涛

11月 20日，以“引领方向，驾驭未来”为
主题的第十二届广州国际车展盛大开幕。
作为本年度的“期末考试”，各大厂商纷纷
推出了自己的新产品。作为国内第三大车
展，本届广州车展展览面积达 22万平方米，
参展车型达到 1095辆，数量为历届之最，其
中 56 辆为全球首发车，其中的重量级新车
将有可能左右 2015年的车市格局。

11月 19日，拥有超过 1700万车主
的“全球中高级车之王”凯美瑞再度实
现自我超越，由内到外全方位革新的
全新凯美瑞在广州焕新登场，强势刷
新行业标准。

传承丰田持续改善、不断突破的
精髓，全新凯美瑞秉持“为可能，尽所
能”的品牌精神，在凯美瑞“高 QDR”

（高品质、高耐用性、高可靠性）基因和
极致均衡优势的基础之上，推出焕然
一新的动力总成和外观内饰，并以全
面越级的综合性能，将产品价值推向

新的高度。
此次全新凯美瑞 2.0L 车型搭载了

丰田全球最新、最先进的双喷射系统
直喷引擎，两套喷油系统智能协同，实
现同级顶尖的动力与油耗水平，轻松
挑战 1.8T 车型。拥有多项技术全新
升级的 6AT 变速箱与发动机完美匹
配，带来同级罕有的平顺驾驶质感。

在静音这一传统强项上，全新凯
美瑞采用最新的 360 度降噪技术，实
现媲美豪华车的静谧性。同时，通过
大量设计变更、部件优化与配置升级，

全新凯美瑞的舒适、操控和安全性能
均全面强化，达到同级车的顶尖水平。

传 承 丰 田 怦 然 心 动 的 理 念 和
“Keen Look”家族脸谱设计，全新凯美
瑞呈现出时尚大气的造型。前脸极具
张力，车头辨识度大大增强，重新设计
的前大灯组不仅穿透力更强，增加了
行车安全性，还使整车看起来更加时
尚大气。

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李晖表
示：“‘为可能，尽所能’的品牌精髓是
凯美瑞畅销全球的密码。为了不断超
越顾客期待，对待任何一个进步的可
能，凯美瑞都会竭尽所能。全新凯美
瑞是全心为消费者打造的升级之作，
必将再度引领中高级车市场。”

11 月 20 日，搭载了 1.3T 涡轮增
压发动机、G-Link手机交互系统等技
术的吉利新远景，在广州车展正式上
市，共推出 1.3T 与 1.5L 两个排量共 3
款车型，售价 5.68万元起。

作为吉利品牌整合后布局 A级车
市场的又一款战略车型，新远景专为

“80 后”新实用主义者量身定制，在外
观、内饰、动力、配置方面焕然一新，
三四线城市年轻消费者将成为新远
景的主要消费群体。

吉 利 新 远 景 搭 载 1.3T GeTec
VV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具备高性能、
轻量化、超耐久、低油耗的优异特质，
其 最 大 功 率 输 出 98kW，最 大 扭 矩

185N·m，匹配了六速手动变速器，百
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5.9L。凭借着突出
的动力及油耗表现，这款 1.3T 发动机
日前荣获了“中国心”2014 年度十佳
发动机大奖。由于排放达标，可获得
3000元的节能补贴。

新远景搭载的 G-Link 吉利手机
交互系统是另一大亮点，拥有领先同
级车的高灵敏度 7 英寸超大屏幕，智
能手机与车机可实现无线连接。同
时，借助车内 wifi免费互联，能够将手
机中的导航 APP 映射至车机。此外，
新远景还配备了 PEPS 一键启动、无
钥匙进入、真皮多功能方向盘、多功
能大尺寸行车电脑、可防紫外线的一
键式电动防夹天窗、全自动恒温空调
等，人性化智能科技配置可谓是应有
尽有，外加 12V的备用电源，可随时为
手机充电续航。

安全性配置方面，新远景采用了
一般运用在 10 万元以上车型的四轮
碟刹；而 360度可视倒车系统+广角式
三探头倒车雷达组合，让驾驶视野无
死角。

11月 20日，东风日产携旗下 NIS⁃
SAN、启 辰 双 品 牌 重 磅 登 陆 广 州 车
展。上午 9 时 30 分，东风日产乘用车
公司副总经理任勇宣布，正式启动“新
势代行动”。

作为“新势代行动”的第一步，东
风日产带来女性专属座驾新玛驰、高
性能锋尚跑车 2015 款 NISSAN 370Z

以及启辰首款全新 SUV 车型 T70；营
销上，东风日产推出了“十二年，十二
亿”感恩季活动，更携手欧洲冠军联
赛，启动了“欧冠中国行”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足球巨星、东
风日产欧冠宣传大使迈克尔·詹姆斯·
欧文现身发布会现场，并向任勇赠送
了欧洲冠军联赛现场门票，邀请任勇

和中国消费者亲临欧冠赛场感受激情
足球盛宴，成为当天发布会上的一大
高潮。

“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东风日
产始终相信，在思想和行动上秉承‘客
户至上’理念，才是扎根中国市场的根
本。面对全新环境，我们创新启动‘新
势代行动’，不但带来符合中国年轻消
费者需求的新车，更带来他们喜欢并
乐于参与的营销活动，用切实行动，做
年轻人喜爱的东风日产。”任勇表示。

11 月 20 日，东风日产启辰“技术
派智享 SUV”启辰 T70全球首发亮相，
并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为 9.88 万元
起。凭借领先技术带来的全方位产品
优势，启辰 T70 志在问鼎 10 万元级
SUV王者宝座。

除此之外，启辰旗下 5 款在售车
型悉数亮相，以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

车双剑合璧的空前阵容，完美诠释“多
彩生活，触手可及”的品牌主张。在发
布会上，启辰正式发布 2015 年事业计
划，命名为“突破 2015”。新的一年，
启辰将立足于现有的基础，在产品、渠
道、品牌三个方面创变发展，推动启辰
事业再攀新高。

启 辰 T70 定 位 为“ 技 术 派 智 享

SUV”。新车与日产奇骏源于同一个
全球车型平台，针对中国消费者需求
全新开发而成，采用时尚潮流的造型
设计，拥有“铂金动力组合”、“顶尖底
盘技术”、“时尚智能科技”三大核心
卖点。在动力技术上，启辰 T70 搭载
1.6L 和 2.0L 两种排量的日产先进发
动机，匹配以 6MT 和世界级 CVT 变
速箱，组成“铂金动力组合”，能带来
同级最强动力、最低油耗，实现畅快
驾驭乐趣。

广州车展上由福建奔驰唯雅诺、
威霆、凌特组成的梅赛德斯—奔驰商
务车全明星阵容霸气亮相。

拥有“外交级 MPV”美誉的奔驰
唯雅诺今年风头正劲，频频现身国内
外顶级政商活动，如习近平访欧、美第
一夫人米歇尔访华的贵宾车队。本届
车展，福建奔驰将唯雅诺卓越版和唯
雅诺 3.0L 舒适版两款人气车型带到
现场。唯雅诺卓越版搭载原装进口
3.5L V6发动机；外观和内饰上增加了
众多时尚动感元素，如 LED 日间行车

灯、电动调节的高光镀铬后视镜、侧裙
运动包围、镶嵌色胡桃木纹理饰条的
真皮方向盘、不锈钢质运动踏板等，完
美诠释了福建奔驰“商务亦生活”的用
车新价值。

除了带来重量级的车型和优惠的
金融政策外，福建奔驰在本届广州车
展上还启动了“奔驰合伙人计划”。对
此，福建奔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郝博
表示：“2015 年，‘奔驰合伙人计划’是
福建奔驰重要的年度市场推广策略之
一。我们始终相信，福建奔驰与车主

更应该是合伙人的关系，车主的成功
将同时成就我们的成功。‘奔驰合伙人
计划’将促进福建奔驰与客户进行更
多的合作与交流，并将我们的成功回
馈到客户身上，推动他们的事业发展。”

11 月 20 日 ，继 Cayenne S、Cay⁃
enne Turbo及 Cayenne S E-Hybrid亮
相世界车坛后，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
款 Cayenne在广州车展完成了其全球
首秀，同期展出的保时捷顶级跑车还包
括 Cayenne S E-Hybrid、918 Spyder、
Panamera S E-Hybrid、Cayman GTS，
Macan Turbo及 911 Targa 4，豪华鼎盛
阵容尽显运动魅力与极致风采。

作为本届车展的又一亮点，新款
Cayenne 凭借革新技术，以更低排量，
实现杰出动力表现。该车所配备的
3.0 升 V6 机械增压发动机，针对中国
市场量身打造，输出功率可达 333 hp

（245 kW），澎湃动力配合 Sport Chro⁃
no组件，使其从静止加速至 100 km/h
仅需 6.8 秒。而锋锐的设计语言让新
款 Cayenne 车身线条棱角分明，更加
强调了 Cayenne的跑车风格。全新尾
门的形状与尾灯相得益彰，赋予了整

车更为宽阔稳定的姿态，塑造出强悍
有力的外观形象。得益于改进后的
设计风格，新款 Cayenne 的前部与后
部在外观上更为精准，至臻魅力引人
注目。配置方面，新款 Cayenne 囊括
了全景天窗、带全景影像功能的前部
和后部驻车辅助系统、包含换挡拨片
的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不锈钢车门
槛、轮胎气压监控系统和自动防眩光
后视镜等诸多功能性极强的装置，使
其在拥有卓越跑车性能的同时，亦兼
具出色的日常实用性。

11 月 22 日，由别克 6 家郑州授权 4S 店远见、众
通、新纪元、和悦致达、旭龙、威佳源通，共同举办的

“试出真强者”全能中型 SUV 昂科威对比试驾会盛
大起航。

本场活动以彰显别克品牌核心价值、为消费者
提供完美体验为出发点，用最真实的试驾赛道还原
更直观的驾乘体验，共设计了三个体验板块。“8”字
体验及百米加速科目是由直线加速、制动、环岛、冲
刺加速和等距绕桩环节组成，测试车辆的加速、刹车
性能与底盘操控舒适性。因昂科威搭载了 FlexRide
自适应驾驶系统，可随时在“标准”、“旅行”、“运动”、

“越野”四种模式中自由切换。
对比试驾环节中，到场来宾更是亲身体验了昂

科威全系标配智能四驱系统灵敏的反应速度和优秀
的脱困能力。

在交叉轴台架体验中，昂科威在四轮分配上比
竞品更加干脆迅速，悬空车轮可以迅速锁死，将扭矩
传输到有附着力的牵引轮，帮助车辆迅速脱困。这
一切基于昂科威较好的配重和较长的悬挂行程可以
让腾空的车轮尽快抓住地面，提供持续的动力输出
的优秀品质。

低附着力的滑轮面路况更难不倒昂科威，同级
罕见的后轴左右轮 0-100连续动力分配功能让车辆
始终得到强大的牵引力，两个液压离合器独立控制
后桥左右轮扭矩，使得低附车轮无明显打滑现象，非
常轻松地平顺通过。先进的下坡辅助系统同样帮助
昂科威平稳的从陡坡顶峰行驶到地面。智能全路况
四驱系统能够提供更多驱动力，保证车辆爬坡顺
利。而昂科威 HDC 陡坡缓降功能则可以自动将车
速控制在当前值，保证行车平稳安全。

道路试驾体验环节中，嘉宾通过城市路况驾驶
体验昂科威动力强劲、加速快的起步功能；操作性能
优越、行驶安全有保障的连续变道功能、经济节油的
自动启停系统和避免由于盲区看不见造成安全隐患
的 SBZA 侧盲区预警系统。昂科威对噪音的控制尤
为出色，这也是得益于别克 Library-quiet 图书馆级
静音科技。 （李涛）

试乘试驾试乘试驾

试出真强者
——全能中型 SUV昂科威对比试驾

历时半年，走过北京、重庆、深圳、青岛、南京五
座城市，11 月 22 日-23 日，2014 致炫全国挑战赛在
郑州迎来收官之战。丰田御用改装品牌 TRD 携改
装版致炫登场，河南的有“致”青年纷纷前来应战，一
场挑战极限速度的操控大戏在郑州中原福塔广场拉
开帷幕。

今年是致炫全国挑战赛的第四年，一年一度挑
战赛已经成为民间车手的狂欢派对，开启了赛车文
化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创举。通过全国挑战赛这种
赛道体验模式，致炫不仅展示了优秀的运动性能，同
时也塑造了时尚新锐的品牌形象。

今年，致炫全国挑战赛设计了全新的“69800”赛
道，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致炫 6.98 万元的起步价。

“69800”赛道设计极具挑战性，它拥有多个直道和数个
大直角弯道，选手必须短时间内接连完成加速、转弯等
复杂动作。如此别出心裁的赛道，对选手的驾车技巧、
反应能力和心理素质都是重大挑战，对赛车在高速状
态下的稳定性和可控性更是提出极高的要求。据悉，
挑战赛总成绩只要低于 69.8秒，均能获得购买致炫的
代金券，总成绩第一名的选手还可获得 ipad mini。

作为一款“跨级时尚大两厢”，致炫轻量化的车
体，超强的动力输出，以及一流的操控性，都充分展
示了它的赛车性能。致炫拥有超强动力，持续加速
时你可以感觉到这款车动力连绵充沛，i-Super智能
变速器把每一个档位衔接都熨烫得平平整整，几乎
感觉不到顿挫感。而且致炫的前后悬架刚柔并济，
强韧坚固，高速过弯过程中，几乎无推头现象，前后
轮胎的贴地能力和循迹能力都强于其他车型，非常
有力地遏制甩尾现象的发生。

广汽丰田从 2011 年开始举办的挑战赛，已经成
为民间赛车运动的一个代表性品牌。这样一项接地
气的民间赛事，让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沟
通的桥梁，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广汽丰田激情、活力和
年轻化的品牌形象。 （朱庭延）

2014致炫全国挑战赛
完美收官

广汽丰田：全新凯美瑞焕新登场

东风柳汽：
“用心成就生活”品牌升级启航

吉利：新远景“时尚派理享家轿”

保时捷：新款Cayenne再塑完美座驾

东风日产：开启“新势代行动”

启辰：SUV T70全球首发

福建奔驰：演绎“高端商务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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