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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北京车展前后

20余款新车上市

车型：

一款紧凑型SUV，其尺寸在同级别中

算“大块头”。动力方面，长安CS75搭载与睿骋

相同的1.8T和2.0L发动机。

隰 长安CS75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11~18万

魅力无可挑“T”

长安2014款逸动成都上市

3月30日，长安汽车2014款逸动在成都激

情上市。 此次上市的2014款长安逸动， 新增

Blue� Core1.5T发动机新车型，并对外观与安

全进行了升级。同时，记者在现场获悉，2014

款逸动本次总共发布了8款车型，定价为7.49

万元~11.79万元， 这将是一款极具体验价值

的家用升级车型。

2014款逸动最大的飞跃， 是配备全新

1.5T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带来的动力升

级和操控升级， 由此逸动这个安全时尚车型

将迈进全新的T时代。这款具有“劲”“净”

“静” 三大特点的Blue� Core� 1.5T涡轮增压

缸内直喷发动机，采用了博格华纳、德尔福等

国际顶尖配件厂商的系统， 在爱信原装进口

F21-Ⅱ六速手自一体变速器的配合下，将爆

发出最大功率125kW，最大扭矩230N·m的动

力体验，相当于自然吸气2.3L排量发动机，其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7.3L。

更值得一提的是， 逸动的发动机怠速时

车内噪声仅为38.5分贝， 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45分贝）。这意味着，这款升级车型将带给

消费者更安静、舒适的驾乘空间，让驾车出行

更加惬意、愉悦。

（周燃）

DS� 5LS上市 售价14.69万元起

3月30日，DS� 5LS公布正式售价仅两天

后， 位于机场路的成都亨孚DS� STORE举办

了DS� 5LS上市品鉴会，拉开了DS首款5D全感

官A级豪华三厢轿车———DS� 5LS在全国各地

全面上市的序幕。DS� 5LS以其首创的“5D全

感官豪华” 理念开启了A级豪华轿车细分市

场，其上市售价范围为14.69万元~24.69万元。

据悉， 该车配备了AQS空气质量控制系

统和离子发生器， 能有效过滤PM2.5等有害

颗粒并制造“活性氧”，让驾乘人员畅享车内

清新空气。 此外，DS� 5LS搭载的引领世界潮

流的高功率小排量绿色发动机 THP200，在

提供激情驾驶体验的同时， 做到了低排放。

DS� 5LS还率先搭载了智能互联服务DS�

CONNECT，该系统通过安全保障、无忧养

车等五大服务板块，让DS座驾成为“T时代”

车主手机之外第二个强大的移动智能终端，

让精英人群时刻与Telematics（互联科技）紧

密相连。

（周燃）

华泰亿万豪礼促销

购车让利又送油

日前，华泰汽车携各地经销商，重磅推出

今年首场“亿万豪礼大促销”活动。全方位、

大手笔，强势拉升车企让利最大幅度，掀起市

场抢购风潮。

记者在经销商处了解到， 众多准车主提

前实现了购买， 正是因为华泰汽车对其SUV

宝利格和轿车路盛E70推出空前优惠：“购买

宝利格每台优惠现金10,000元， 相当于优惠

车价的6%~9%；买超级家轿路盛E70，可直接

领取半吨汽油大礼。以百公里6升计算，能跑

将近10,000公里。如果用来代步、短途游，半

吨油足以免费行驶近一年。”

另外， 店内还为试驾和购车的客户准备

了丰富的到店礼品；同时，针对推荐新客户的

老车主，提供免费保养5次/或价值1,000元的

保养券，活动持续至5月底。对于近期有购车

计划的消费者来说， 现在可谓出手的最佳时

机。

（张煜）

北京车展

上市

全新新车

北京车展

上市改款及

细分车型

车型：

定位于紧凑型两厢车，宝骏610将搭

载1.5L� DVVT发动机及通用GF6第二代6速自动

变速器。

隰 宝骏610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6~9万

车型：

是海马SUV车系中的一款新产品，将

搭载1.6L自然吸气发动机。外形时尚，广告款颜

色非常炫丽张扬，定位于爱时尚的潮流一族。

隰 海马S5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9~12万

车型：

新车搭载全新升级调校的 “沃德十

佳”2.0T� SIDI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与之匹配

的是带有拨片换挡功能的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隰 凯迪拉克全新CTS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50万左右

车 型 ：

新 大 7� SUV 车 身 尺 寸 为 ：

4800/1930/1760(mm)，轴距达到了2910mm，与同级

别车型相比有明显优势。 大尺寸的车身尺寸带来稳

重的外观视觉，同时也带来了舒适的内部大空间。

隰 纳智捷 新大7� SUV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22.68~27.48万

车型：

作为现代品牌的首款小型SUV车

型，ix25的研发大概从四五年前就开启了。在

北京车展上全球首发后，ix25也将于今年10月

引入北京现代生产并投放上市。ix25将搭载

1.6L和2.0L发动机，与发动机匹配的将是手动

变速箱或6速自动变速箱。ix25还将有两驱版

和配备适时四驱系统的四驱版车型可选。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佩佩

隰 现代ix25

预计上市时间：4月20日

预计售价：9~15万

车型：

红旗L5定

位大型豪华E级轿

车，其竞争对手是宝

马7系、 奔驰S级以及

奥迪A8这一级别。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100万左右

预计上市时间：4月20日

预计售价：40万

车型：

全新克莱斯勒300C� 3.0L车型最大

的看点便是搭载了Pentastar� 3.0L� V6发动机，

传动匹配了8AT变速箱。

隰 克莱斯勒300C� 3.0L

车型：

2014款江淮和悦的外观小幅改动增加

部分配件，内饰与动力与现款配置相同。

隰 2014款江淮和悦

隰 红旗L5

预计上市时间：

4月20日

预计售价：

7.38~9.88万

与C罗一起闪耀巴西
气势，不可挡！广本凌派杯五人足球争霸赛
当激情洋溢的俊酷与足球运动相碰撞，将会摩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临近，像C罗一样征战赛场，

还是在电视屏幕前为偶像助威？哪个更酣畅淋漓？随着凌派杯五人足球争霸赛组队完毕，来自全国243个城市的参赛队
伍，将于3月25日-4月13日期间展开“突围战”，角逐下一阶段的52个晋级名额。战鼓已经敲响，激情，一触即发！

3月25日，征程由此点亮！全民参与引爆足球狂欢盛宴，
俊酷们的如火热情，为突围战点燃烽火。俊酷们不仅可以报
名参赛，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如果没有机会上场,那么也
可以加入“全民记者团”，以记者身份进行赛事直播，用最
激情的文字、最炫酷的照片、最及时的视频，打造属于你的
头条新闻。同时，凌派杯五人足球争霸赛也为“全民记者
团”准备了丰厚大礼，某个抓拍到的精彩镜头，或是一段激
扬的解说词，也许就能换取直通巴西足球盛宴之旅的门票。

此外，凌派还为俊酷们准备了精彩纷呈的周边活动。
登录凌派杯五人足球争霸赛官网，参加“网络助威团”、
“凌派点球大战”双屏互动游戏、“凌派足球宝贝”评选
等活动，即可赢取大转盘抽奖机会；关注广汽本田凌派官
方微信、微博，更有机会赢得超炫大奖；时尚妩媚的足球
宝贝助阵，魔鬼身材、靓装热舞，为激烈赛事带来一场火
辣视觉盛宴！

全民参与，点亮征程

突围战将角逐出52个晋级名额！在
激情与挑战中超越对手、超越自我！不断
超越，是凌派倡导的品牌精神。由凌派的
命名可见一斑，“凌” 寓意超越同级，
“派”即是作风、风度与潮流，所谓“凌然
实力，超凡气派”。事业有成的俊酷们在
球场上也必然会全力以赴，燃点斗志，为
荣耀而战！

作为广汽本田为80后年轻一代打
造的全新梦想中级车，凌派凭借外观超
级别、空间超级别、配置超级别、驾控超
级别四大“C引力”，以及高水准的安全
性能，全面突破同级价值。自2013年6月
上市以来，凌派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销
售订单就已突破10万佳绩，成为名符其
实的中级车王者。

万众瞩目，战火已燎原！俊酷们约上

好友现场观赛，重温燃情岁月，亲眼见
证：谁能突破重围？谁能缔造奇迹？谁将
晋升足球女神？答案由你揭晓，头条你来
打造！

凌派精神，挑战不凡

更多活动详情
扫一扫全知道

作为“从中国出发”的Honda全球战
略车型，由本田的全球设计团队与中国本
土的研发团队共同打造的一款全新中级
车———凌派，它凝聚了Honda全球顶尖的
技术精华，以现代力量美学带来了超级别
外观。秉承Honda“人乘坐的空间最大化，
机器占用的空间最小化”的“MM”理念
的空间超级别、搭载1.8L i-VTEC黄金动
力总成的驾控超级别以及采用智能屏互
联系统的配置超级别都对消费者极具吸
引力。加上五星安全保障，自然成就了众
多粉丝的高富帅之梦。

据悉，在2013年11月19日至21日，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碰撞实验室对凌派
进行的碰撞试验结果显示，凌派总分达到

56.6分，获五星级安全评价。可以说，凌派
安全性得到了专业认可。而在诸多主流媒
体的年度车型总评榜上，凌派也收获颇
丰，斩获了年度中级车、年度风云中级车
等大奖。除自身品质实力外，与其打造的
“燃点斗志”品牌精神密不可分。广汽本
田凌派一如它的代言人———国际足球巨
星C罗，勇往直前、直面挑战。凌派的超级
别优势，让它成为新的中级车王者。当时，
在世界杯预选赛上，C罗凭借一己之力将
葡萄牙带进了决赛圈的那一幕，让不少人
难忘。正是这种与“燃点斗志”契合的突
破自我精神，为面临压力与挑战的社会中
坚80后树立了榜样。你们想亲眼看到那一
幕吗，那就一起去巴西助阵C罗吧！

凌派这么俊，你知道吗？

在
4

月
3

日凌晨， 欧冠
1/4

决赛首回合在伯纳乌
球场开始

1

场较量， 皇马
主场

3:0

完胜多特蒙德。

下半场时，

C

罗停球顺势
趟过出击扑救的魏登费
勒， 在门前

8

米处左脚推
射入网，

C

罗百场欧冠破
门，以

14

球追平冠军杯单
赛季进球纪录。超过了梅
西个人最佳纪录

(10

场
)

。

而
C

罗欧冠正赛达到
100

场，在葡萄牙球员中仅次
于菲戈

(103

场
)

。

C

罗成
为继伊布和亨利之后，第
100

场欧冠进球的第
3

人。

C罗赛场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