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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庭延

4 月 26 日晚，为躲避前方的大货
车，一辆摩卡棕色的传祺GS4以120千
米每小时的速度撞向左侧的高速公路
护栏，车辆发生侧翻向前高速滑行100
余米，车体外部损坏严重，车内 4个安
全气囊全部弹出，足见撞击力度之大，
然而乘员仓在这样激烈的撞击之下仍
然保持完好，来自漯河的车主张女士能
够自行从车内爬出，安然无恙，不得不
让人对车辆的安全性竖大拇指。

受损车辆是车主于2016年年初在
广汽传祺河南骏海4S店购买的，是张
女士的第一辆车，事故发生后，在购买
第二辆车时，张女士又毫不犹豫地再次
来到广汽传祺河南骏海4S店，再次选
择了广汽传祺GS4。在得知这一消息
后，记者心中就种下了疑问，是什么让
张女士在短短半年之内两次选择购买
同款车？是品牌？是外观？是内饰？
是性能？是用料做工？是车内空间？
还是安全性？也许只有张女士本人才
能给出答案。

7月11日下午，在广汽传祺河南骏
海 4S店VIP客户接待室内，记者终于
见到张女士。她身材高挑，妆容清淡，
举止优雅。一袭过膝长裙十分得体，透

着干练与知性。处处体现出张女士的
内涵和她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交谈
中了解到，张女士是位80后，曾经是一

名职业垒球手，退役之后选择自己创
业，目前有着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她
性格独立，喜欢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看

待问题。打点生意占用了平日里的大
部分时间，既忙碌又充实，但从她的言
谈举止间能明显感觉到她并未因工作
忙碌而选择将就，穿着不将就，饮食不
将就，买车用车自然也不能将就。

决定购买自己的第一辆车时，张女
士正在考驾照，她向驾校教练和身边的
朋友征求意见，希望能拥有一辆外形出
众、做工精良、用料考究、安全可靠的车，
要符合她的气质。他们向她推荐了传祺
的GS4，不仅满足她的要求，还兼顾到良
好的车辆性能和宽敞的车内空间。在经
过试驾和与同级别车进行全面对比之
后，她最终选择了广汽传祺GS4。

“路遥知马力”，车久见品质。在与
传祺 GS4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张女
士对传祺的品质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和认识。车辆操控感很强，开起来稳健
扎实，给人十足的信心与安全感。车内

空间宽敞，身高 175cm的张女士和她
190cm的爱人坐进车内丝毫没有任何
压抑感。可以轻松放倒的后排座椅使
得车内空间利用更加灵活，放倒后形成
一个完全平整的空间，贴心地满足了张
女士经常拉货的需求。动力强劲，只要
舍得给油，推背感“随叫随到”，同时在
燃油经济性上做出了大量优化，在动力
与经济性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车辆的安全性，传祺GS4
配备的GAC五星安全车身设计含前后
防撞钢梁、博世全新的ESP 9.1等智能
安全系统。配备了性能优异的四轮全
独立悬挂系统的GS4，集灵巧操纵感与
动态平衡于一体，无论是起步停车还是
超车变线都可谓是车随心动。用张女
士的话讲，就是这车用起来安全可靠又
称心顺手。

科学的安全性设计、扎实的用料和

良好的做工，即使是在高速失控滑行
100米的情况下，传祺GS4仍然为车主
提供了很好的安全保障。同时，出色的
外观内饰设计、良好的用户感受和周到
的售后服务，使得车主对传祺 GS4更
加信赖，对传祺这个品牌产生了更加深
刻的认同感，这也是为什么张女士愿意
再次选择传祺GS4的原因。

作为广汽传祺一款力作，GS4搭载
的 高 效 能 Ti POWER 全 新 200T\
235T发动机，峰值扭矩超越2.0L发动
机，低油耗的同时依然尽享极速超越带
来的激情体验。上市以来，传祺GS4销
量持续攀升，连续三个月稳居SUV销量
榜亚军。正是凭借着GS4过硬的产品
力，使得一个又一个像张女士一样的车
主口碑相传，这也是传祺GS4上市周年
即收获25万车主的信赖的原因。

与 的传奇情缘
——广汽传祺GS4车主遭遇严重车祸后又买同款车的缘由

传祺

车车 讯讯

进入盛夏，大范围的降水比较频繁，暴
雨也常常不期而至。面对大雨，想必很多
车主特别是年轻的司机都会有点束手无
策。那么，面对大雨的来临，车主们要做些
什么呢?下面为各位车主总结了一些雨天
用车的注意事项,在这个应时应景的季节
里未雨绸缪。

1.在雨中行车视线不清是一个考验。
雨中行车，驾驶者视线受阻，视距变短，此
时必须降低车速，多鸣笛，打开双闪，注意
观察路面上的车辆和行人的动态，并与其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防发生交通事故，
必要时打开防雾灯。夜间下雨行车时，为
防止开前大灯而形成眩目的光幕，应关闭

大灯使用防雾灯，同时车速应进一步降
低。还可以给前风挡喷洒雨敌，可防止雨
水停留，使视线清晰。

除了雨本身还应特别防止旁边的车溅
起的水花，尤其在超越大卡车时它溅起的
水花会让你在几秒钟内根本看不清方向，
这样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所以尽量不要
超车，以防发生危险。

2.在雨季行车，涉水考验是在所难免
的，涉水前应注意观察水的深度、流向和流
速，判断水下是否有淤泥、流沙等障碍物。
当水淹没高度达到车轮半径时，应尽量避
免让汽车涉水。采用挂低挡、少加油、慢而
匀速行驶的方法通过。

3.车辆侧滑是雨中行车经常出现的问
题。下雨时，路面上的雨水在车轮与地面
之间形成“润滑剂”，使机动车的制动性能
变差，容易产生侧滑。

4.在雨季，还要防止车轮轴承损坏，防
止出现刹车片与刹车盘咬死的现象。在雨
天停车时应先半踩刹车数分钟，使刹车盘
摩擦生热，将水分挥发掉，防止底盘上的零
件生锈，使制动恢复正常。

5.如不小心车子进水熄火后，千万不能
再进行启动，否则发动机将“报销”。应尽
快联系保险公司，并通知4S店施救。也可
请路人帮忙，将汽车从水中推出来，尽快进
行修理。

6.遇特大暴雨时，千万不要冒险行驶，
应选择较高的安全地带停车。千万不能急
加速，这样飞溅的雨水容易被进气管吸入，
造成损伤。应尽量放慢车速，小油门谨慎
前行。如遇暴雨必须行驶，则应采取必要
的防护措施：先将空气滤清器拆下或将进
气软管抬高，或将排气管用橡胶软管接
高。使汽车的进、排气口尽量远离水面，减
少发动机进水的可能性。行车时，应尽量
躲避对方来车行驶时所涌起的水浪，必要
时可停车让对方汽车先通过。

总之，雨中行车要牢记这六要素，当
然，尽可能地避免暴雨天外出，这才是最基
本的解决之道。 (马伟)

雨季来临，路遇暴雨怎么办？

7月10日，艾瑞泽5全国巡回驾享体验营郑州站在郑
州MRC汽车公园开启，现场600位车迷朋友以及河南媒
体朋友们与艾瑞泽5进行了零距离接触，亲身感受艾瑞泽
5的魅力以及在多种赛道中出色的驾控性能。

全新艾瑞泽5，为大家演绎了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活动现场，车迷们在特技车手带领下多方位了解了艾瑞泽
5，试驾体验后对艾瑞泽5的4GWIFI全时互联、时尚高颜
值、强劲的动力、德国运动化底盘非常推崇。

艾瑞泽5全系标配ABS防抱死、制动力分配、日间行
车灯、驾驶席安全气囊、副驾驶席安全气囊、方向盘电动调
节、定速巡航等。动力方面，奇瑞艾瑞泽5搭载的是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该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85kW。传动系
统方面，与发动机匹配的是 5 速手动或 CVT 无级变速
箱。艾瑞泽5是奇瑞全新技术标准下第二代产品的首发
车型，经过多年坚持，奇瑞正向研发体系逐步完善，团队更
成熟、流程更精细、标准更严苛、对消费者产品体验的理解
更加深入，作为奇瑞乃至中国自主品牌首款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车型，艾瑞泽5无论是造型、技术、操控，还是品质，都
远远超越同级别车型。 （李念）

7月 12日，“高性能欧系都市SUV”全
新东风标致3008全国上市。作为东风标
致“升蓝向上”品牌计划的首发车型，全新
3008以“颜智双升”的全面进化，以及“T+
STT高效动力”、“Mirage 幻影战斗机智
能驾驶舱”、“Hobby休闲生活方式”三大
核心实力“逐乐而至”，4种颜色6款车型，
售价15.27万元起。

全新3008是东风标致采用标致新一
代设计语言的首发车型，采用了全新的点
阵状进气格栅设计，以及极具家族辨识度
的狮爪 LED尾灯，同时全新 3008也是东

风标致首款搭载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的车型，该系统包括车道偏离警示、前方
碰撞预警、盲区探测、360°全景泊车影像
等多项智能化配置。

全新3008“T+STT高效动力”全面优
化，搭载成熟的 1.6THP涡轮增压及 2.0L
CVVT两款发动机，匹配6速自动及5速手
动变速箱，并在STT智能启停系统的作用
下，每百公里油耗降至6.4L。

未来14个月，东风标致将投放6款车
型，2017年将是东风标致的“SUV”，届时
将有4款SUV同时发售。 （李涛）

“颜智双升”全新东风标致3008逐乐而至

7月 3日，智能互联 SUV车型——凯
翼X3区域上市发布会在郑州成功举办，
现场安排了交车环节，让钟爱凯翼X3的
消费者与媒体朋友们近距离细致感受“年
轻智不同”的超凡魅力。

X3的上市对凯翼品牌来说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其凭借“颜值爆表”、“人性配
置”、“卓越品质”、“智能互联”四大核心卖
点，配备 1.6L DVVT发动机，搭配 5MT、
CVT两款变速箱共计9款车型，另外提供
8种车身颜色。

外观方面秉承凯翼概念车 i-CX“凯
旋之翼”的设计理念，设计灵感源于雄鹰，

“鹰”象征着自由、力量、敏锐、胜利，更多地
表现了运动、活力以及年轻。内饰方面，中
控台采用了10.1寸电容屏。而配置方面，
除基础配置外，还将胎压监测、无钥匙进入
等配置植入其中，最大限度地提升了驾乘
感受。此外，为保证产品的品质，凯翼X3
在研发过程中也经历了严苛的高寒/高温/
高原/高湿试验，突破层层考验，最终呈现
在大家面前。

本次凯翼汽车在郑州举办如此盛大的
区域上市发布会，体现了品牌对该区域的
高度重视，同时也彰显了对产品竞争力的
信心。 （赵薇）

7月6日，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在
杭州云栖小镇举行了“登陆·探索”互联网
汽车新品类联合发布会，“全球首款量产的
互联网汽车”荣威RX5正式上市。

荣威RX5采用世界级“蓝芯”高效动
力科技，搭载2.0T和1.5T两款缸内中置直
喷涡轮增压发动机，百公里加速表现比同

级SUV快2秒以上，百公里刹车距离比同
级SUV短 3米到 5米，百公里油耗比同级
SUV少2L，展现出越级动力表现。

对于用户最为关心的互联网汽车流量
收费问题，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乘用车公
司总经理王晓秋给出了回答：“基础服务、基
本流量终身免费”。上汽还将提供“首年海
量赠送”政策，在购车第一年免费为用户提
供一年2.4G的音乐娱乐包和WiFi流量包。

作为互联网汽车生态的主要创建者，
上汽携手阿里巴巴，充分整合双方在汽车
和互联网领域天然的、同类企业难以匹敌
的优势，由此定义的互联网汽车，将为行业
树立不可复制的技术门槛和品质标杆，为
未来智能汽车、智能交通乃至智能城市的
发展奠定基础。 （朱庭延）

全球首款互联网汽车“荣威RX5”上市

智能互联SUV凯翼X3河南区域上市

7月 16日，以“发扬长征精神 创造世界传祺”为主题
的广汽传祺GA8郑州媒体深度品鉴试驾会在黄河迎宾馆
举行，来自郑州多家主流媒体朋友共同感受了传祺GA8
的风采。

活动现场，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兼
华中大区经理李永峰发表致辞，并接受媒体记者的提问。
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了广汽传祺 2016年上半年惊人的销
量，以及GS8的发布时间等话题。

配置方面，新车中控触摸屏的响应迅速，系统流畅，显
示效果也令人满意，集成了多媒体、导航、车辆灯光调节、
座椅调节和空调系统调节等功能，GA8全车采用了真皮
座椅，皮质柔软，驾驶位带有多向电动调节，同时具备3组
座椅记忆功能和加热功能，还可以设置迎宾功能。

动力方面，广汽传祺GA8共推出2.0T和 1.8T两款动
力车型，这两款都是广汽自主研发的发动机，2.0T发动机
的最大功率188马力(138千瓦)，最大扭矩300牛·米，1.8T
发动机约为270牛·米；变速箱则是采用来自爱信的6挡
手自一体变速箱，带有运动模式、经济模式和手动模式。

五年磨一剑的传祺GA8，敢攀中国汽车制造行业的
最高峰，突入外资和合资品牌主导的高端市场，引领中国
品牌向上。从传祺GS4的热销不难看出，传祺GA8也即
将成为自主品牌的另一款热销车型。 （王昆）

7月 10日，海马汽车再度携手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
道，共同发起以“致敬青春·海马S5寻找最美乡村”为主题
的大型文化路演活动，首站在洛阳嵩县开启。

“寻找最美乡村”是海马汽车携手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
道，为响应国家建设最美乡村的政策而举办的大型乡村发
现活动，以人文关怀、致敬乡村之美为主，发现中原乡村经
济建设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和案例，展示河南乡村诗画风光
背后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全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不断向前发展，活动得到了省市政府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致敬青春·海马S5寻找最美乡村”首站活动来到洛
阳嵩县，在首站共5天的活动中，海马汽车将同广大消费
者一起，遍览洛阳风土人情，尽享最美乡村诗画风景，共同
留下青春的印记。

“致敬青春·海马S5寻找最美乡村”活动发车仪式环
节，海马汽车展示旗下三款明星产品，分别是海马S5、M6
以及海马M3，供消费者零距离品鉴其产品魅力。

一直以来，海马汽车不仅致力于用匠心打造卓越产品、
提供优质服务，还坚持以中原经济、文化建设为己任，勇担企
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原经济、文化全面可持续发展。（刘爽）

7月7日，“品越不凡 尊享之旅——别
克西北区全新一代君越”试驾会从南京启
程，此次试驾的场地是国内目前最具神秘
色彩的汽车研发试验场所——位于安徽省
广德县的上汽通用汽车、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研发试验中心，由于涉及各类型新车上市前
的内测，广德试车场此前极少对外开放。

广德试车场是目前亚洲规模最大、试
验道路最齐全、技术标准最先进的综合性
的“三最”专业汽车试验场。总面积达5.67
平方公里，相当于794个标准足球场，包括
八大试验区、67种典型特征路面，试验道路
总长度超过60公里。

在高速环道体验环节，全新君越在车
速达到每小时120公里时，二段再加速居
然还有不小的推背感，4缸涡轮增压发动
机的传统优势在于前段加速，能在二段加
速产生这样的动力，足以说明其功力。

操纵性平顺性试验环路，由水泥裂缝、
沥青鼓包、随机波动等19种不同特征的道
路组成，可实地感受车辆在实际驾驶中操
控、指向性和底盘的表现。全新一代君越
整体表现避震性优秀，颠簸感较小，车内静
音工程几近完美，整体舒适程度五颗星。

在拥有超大空间，超丰富配置的前提
下，全新一代君越还能拥有如此出色的动
力和操控表现，实属意外惊喜。 （李涛）

“致敬青春·海马S5寻找最美乡村”
洛阳嵩县盛大起航

艾瑞泽5全国巡回驾享体验营
郑州站如约而来

行高处 观天下
广汽传祺GA8媒体品鉴会盛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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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新一代君越一同揭秘中国最神秘试车场

试乘试驾试乘试驾新车上市新车上市

广汽丰田推出的首款混合动力中级
车雷凌双擎，首次搭载丰田国产化混合动
力系统，以“让消费者拥有物美价优的混
合动力车型”为目标开发，开启中级车“混
动+”潮流。

雷凌双擎不是简单的“雷凌+混动”，
而是“雷凌混动+”，从设计到动力全面革
新。它导入丰田最先进的混合动力系统，
引领新一代混合动力技术新潮流，成为中
级车划时代产品。

充满先锋和尊贵气质的双擎专属风
尚设计、同级最优的4.2L/100km极致低
油耗、游刃有余的智能操控体验、酣畅淋
漓的初中段加速性能、如绸缎般丝滑的平
顺性、无与伦比的静谧境界，双擎科技带
来的六大“混动+”优势，造就雷凌双擎的
高颜值、高科技、高质感，在驾驶体验上远
胜其他品牌1.8L或1.4T普通汽油车。

雷凌双擎在研发过程中经历了最严苛
的品质验证，并拥有高品质、高可靠性和高耐
用性的“广丰制造”家族基因。混合动力蓄电
池8年20万公里的保修政策也展现出广汽丰
田对产品品质的强大信心。基于C-NCAP
五星标准的主被动安全性设计，在雷凌双擎
身上再次升级，全系标配6安全气囊和八大
主动安全科技，令车主安全无忧。

作为一款“13万元双擎家轿”，雷凌双
擎抹平了和同级普通汽油车的价格鸿沟，与
此同时，它的配置水平堪比许多中高级车
型，成为完美融合科技和时尚的理想座驾。

通过高效率发动机、电机的高效配
合，结合能量控制单元（PCU）、混合动力
蓄电池的有效运作，雷凌双擎的混合动力
系统实现了低油耗、低排放、低噪音、强动
力的结合，更使得整车百公里油耗低至
4.2L。此外，虽然 100kW的最大输出功
率从表面看似乎不敌普通雷凌1.8L车型
的 103kW，但由于混合动力系统的动力
输出曲线更为平稳，从实际表现上来看，
雷凌双擎的动力相比普通雷凌1.8L车型
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日常驾驶中最为
常见0-50km/h区间加速过程中，雷凌双
擎的表现尤为突出。 （广力）

雷凌双擎：六大“混动+”创领中级车新潮流

尊敬的游客朋友：
瑞贝卡2017趋势发布活动7月21日将于白云山景区森林氧吧举行，

届时群星汇聚，全球媒体聚焦。为了确保活动正常举行，缓解安保压力，经
研究决定于7月21日闭园一天，敬请广大游客给予支持谅解，特此公告。

洛阳白云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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