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上半年的中高级轿车车市，
产品竞争主要集中在汽车科技实力上。
在这些方面，第九代雅阁表现尤为抢眼，
2月底上市的 2.0LX、2.4LX 两款舒适版
车型，成为雅阁“全价值进化科技旗舰”
中的实力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入门版车型，第

九代雅阁 2.0 LX 舒适版相比同级竞品
车型配置更加丰富，采用了许多原本在
许多第九代雅阁 2.4L 车型上应用的配
置，比如Honda 全新一代智能 CVT 无
级变速器、LED 日间行车灯、ANC 主动
降噪系统、ECON 节能驾驶系统以及

ESS 紧急制动停止系统、HSA 斜坡辅助
系统、后倒车雷达、EPB 电子手刹等，多
项独有的先进科技装备更加凸显出
2.0LX 舒适版的价值优势，将再次革新
用户对该级别产品的认知。
本次广汽本田在第九代雅阁产品上

市一周年之际，专门针对极具先进科技
的高性价比车型 2.0XL 款车型推出了
15.98 万元起的周年回馈价，以更优惠的
价格和比肩 2.4L 车型的超高配置，让更
多消费者尊享第九代雅阁 2.0XL“全价
值进化科技旗舰”的独特科技魅力，以
及超值享受和更安全、更舒适、更经济的

驾乘体验。
此次第九代雅阁周年庆回馈首次

将中高级车同级、同等配置车型的价
格拉到了 16 万元以下。此举令第九代
雅阁一举成为该级别车型中极富竞争
力的高性价比“新势力”车型，同时更
显示出广汽本田对广大消费者的巨大
诚意。

借助此次优惠力度空前的周年回
馈，第九代雅阁必将成为中高级车市场
的畅销新引擎，也必将进一步巩固雅阁
在中高级轿车市场不可动摇的“王者”
标杆地位！ （张煜）

第九代雅阁周年诚意献礼
强势冲击中高级车市
15.98万元起！第九代雅阁周年回馈震撼推出

今年的车市尤
其热闹：新车层出不
穷，中级和中高级车
市场竞争加剧，合资
品牌竞争压力加大
……不过，作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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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雅阁，它是
整整两辈人对中高级车的最初认识。在二
手车市场，多年来雅阁始终保持着较高保
值率；在多个主流汽车媒体的车主口碑排
名中，雅阁一直位居前两名，力压同级竞
品。而这一切，都源自雅阁对自身品质 15
年如一日的坚持。雅阁自引进中国起就始
终坚持与世界同步垂直换代且不断进化，
以诸多首创和领先技术始终刷新行业标
准。雅阁不仅是高销量的代名词，更是中高
级车市的引领者。

凭借着在安全、操控、保值、品质、口
碑等全方位的优势，雅阁在进入中国的十
余年间一直受到
中国消费者的追
捧。有数据显示，
截 止 2014 年 3
月，雅阁全国保有

量已经逼近 150 万辆。
去年 9月上市的第九代雅阁更是荟萃

了Honda 全球领先技术，以梦想动力科技、
极致驾悦科技以及豪华座舱科技三大创世
科技，展现出“科技全武装”座驾的非凡魅
力，以全价值进化的综合实力强势刷新行
业标准。特别吸引人的是，F1 赛车设计团
队工程师的加入，让第九代雅阁成为Hon-
da FUNTEC技术完美诠释者。多项赛车技
术为第九代雅阁打造出顶级的空气动力学
性能，进一步提升节油水平。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第九代雅阁认
可度很高，除了它保值、超值外，另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第九代雅阁出色的安全性
能。今年，第九代雅阁荣获中国
C-NCAP五星安全认证和美国 IIHS 高
级安全车认证，并荣获美国“中高级车
故障率最低”冠军和“最佳保值中型
车”大奖。Honda 品牌不仅比其他主流

汽车品牌使用寿命更长，更是连续两年
赢得 ALG （美国汽车残值分析专业机
构）年度“最佳保值主流品牌”荣誉。
但广汽本田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行动

与思考从未停步。据悉，为了最真实模拟
日常交通事故，为汽车安全研究提供范
例，广汽本田将携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本月 31 日举办国内首次公开的车

对车 15° 角小重叠率碰撞试验，以进一
步提升车辆安全性。由于接触面积小，碰
撞有角度且使用极高的试验速度，这次
试验堪称史上极严苛的测试。

正是有了国际性品质口碑和对安
全如此严苛的自我要求，才令第九代雅
阁遥遥领先竞品，并引领着市场的品质
走向。

十五年品质坚持打下坚实口碑基础 汽车安全是广汽本田永不止步的追求

最低15.98万元第九代雅阁2.0xl超值回馈

全球豪华SUV领导者路虎近日在居庸关长城

脚下，以“发现 心进界”之主题，举行了路虎发现

家族的首位全新成员Discovery� Sport的全球实车

首发，并揭晓其令人期待已久的中文名称“发现神

行”。 路虎中国在第一时间将实车带到了中国，进

一步彰显了路虎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承诺， 以及

中国市场在路虎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路虎中国市场副总裁宋丽丽介绍说：“发

现神行的车型和尺寸， 介于第四代发现和神行

者2之间。 未来神行者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

发现神行中的‘神行’二字，则完美诠释了新车

系与前代车系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它也将继

续响应消费者们心中的探索和发现的热情。”

发现神行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 在中国

市场的售价将为60万元左右。

（刘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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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近日，2014� BMW� 3行动全国总决

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展开专业赛道终极

角逐，经过多轮激战，最终40名优胜者惊

险胜出。这些幸运者将随后参加今年3行

动的欧洲终极之旅， 前往比利时斯帕

(SPA)� 赛道，领略赛道百年风采，重温

BMW� 3系曾经在那里创造的辉煌。

本届BMW� 3行动城市选拔赛覆盖

的城市数量与去年相比增加了一倍，200

余家经销商的积极参与极大反映了活动

的成功， 以及人们对于3系产品的信心。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营销高级副总裁

万博瑞先生表示：“3行动成为了车迷聚

会、了解3系、享受乐趣以及传递激情的

完美平台。这次，我们让3系回归到它的

专属领地：赛道，活动设置更加丰富，更

富挑战，BMW愿与大家分享这款运动

王者的赛道精神。”

2014年3系家族再次壮大，先后推出

了应用xDrive智能全轮驱动系统的3系、

3系马年限量版和2015款3系， 很快更加

环保的316Li也将正式进入市场。3系以

同级别最丰富的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极

为宽泛的选择空间。2014年前8个月，3系

销量超过6.6万辆，同比增长达42%。2015

年BMW� 3系即将迎来诞生40周年的重

要时刻。在这一细分市场，BMW� 3系将

不断创立新的基准，把最丰富、最纯粹的

驾驶体验带给用户， 把充满激情的赛道

精神传递给用户。

（刘爱妮）

全新奥迪A3幸福驾控挑战赛于10

月11日-12日在成都天虎保安培训学校

举行。 本次活动由四位导师完成精彩车

舞表演来供学员选择导师分组， 再由导

师带领自己的队伍参与城市穿越、 速度

激情、玩味FUN享、最佳拍档竞技挑战

等丰富多彩的趣味竞赛项目，层层对抗。

让嘉宾全方位感受全新奥迪A3的领先

科技，尽享极致操控快感！

试驾过程中， 全新奥迪A3搭载的

TFSI发动机与 S� tronic双离合变速器，

强劲而流畅的动力输出， 给参与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而全新奥迪A3装备全新

MMI多媒体交互系统则是同级别功能

集成度最高、 使用最便捷的人机交互系

统，为试驾者带来了更科技、更面向未来

的用车体验。刺激的绕桩、紧急刹车变线

等项目展示了它首次在同级别中提供的

预防式整体安全系统， 主动式车道保持

辅助、 侧向辅助等诸多高科技装备都为

安全保驾护航。 全新奥迪A3� Sportback

与Limousine共8款车型上市， 售价19.99

万元至33.43万元， 它将为中国高档A级

车市场定义全新的未来格局。

（刘爱妮）

当晚的上市发布会， 被北京现代打造成了一

个青春洋溢的大型派对。 伴随着一场华丽而神秘

的魔术秀，洋溢着青春气息的ix25闪耀亮相，硬朗

的外观在流光溢彩的舞台衬托下更显纯正SUV之

卓然不群。代言人“都教授”金秀贤从ix25车里现

身舞台的一刻，更是将发布会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ix25将消费人群锁定为时尚、自信又富有责

任感的“真我干练的青春族”，以外观、配置、动

力、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实力表现，满足了新生消

费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诠释出“正青春 新力量”的完美内涵。作为

小型SUV市场的标杆车型，ix25具有硬派个性的

纯正SUV风格，以及舒适空间、丰富配置、优良

操控、极致安全等SUV实力派的产品特点。

ix25通过优化设计， 可以提供同级别最优

秀的车内驾乘空间，同时高达431L的后备厢容

积也是同级别中最大， 充分体现出这款SUV车

型在驾乘及储物方面的独有优势。在配置方面，

ix25沿袭了北京现代一贯的传统， 为消费者提

供了越级豪华的配置选择。 不仅配备了尺寸达

1690×980mm的可开启全景天窗、 驾驶员通风

座椅、 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等多达12项同级别

独有配置，还配有智能钥匙一键启动、倒车可视

影像、离子发生器、大灯延时关闭、定速巡航、

BlueLink等人性化科技配置， 树立了小型SUV

配置标杆。ix25的操控性和动力表现在同级车

中出类拔萃， 搭载1.6L、2.0L两种排量的发动

机，匹配六速手动或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拥有

同级别最佳的动力表现。

值得关注的是，ix25将成为北京现代继第

八代索纳塔、全新胜达、新ix35、名图之后第5款

实行“5年10万公里整车保修”政策的车型，也

是同级别中唯一一款执行超标超长售后服务标

准的车型。 同时ix25还将提供24小时客户救援

服务，并运行72小时客户响应管理系统，免除消

费者的后顾之忧。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近日， 为极致运动而生的高性能轿

车梅甘娜R.S.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激情上

市， 售价33.99万-35.99万元。“R.S.”代

表着它不凡的运动血统。今年5月，梅甘

娜R.S.的高性能版本车型在纽伯格林北

环赛道跑出了单圈7’54’’36的成绩，

刷新了前驱车最快单圈纪录。如今，“前

驱王者” 梅甘娜R.S. 正式登陆中国市

场， 凭借毫不妥协的性能表现和极致纯

粹的运动追求， 为汽车运动爱好者提供

赛道级的驾控乐趣。2014年，梅甘娜R.S.

在中国将只限量销售50辆。

梅甘娜R.S.的前脸采用了雷诺全新

家族式设计， 全新的进气格栅采用了运

动气息十足的亮黑色调， 并巧妙地将两

侧前大灯组融合在同一区域内， 使车头

的整体感更加突出。值得一提的是，梅甘

娜R.S.采用了三门五座设计，搭载了雷

诺强大的2.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常

见的2.0T发动机，梅甘娜R.S.的这款发

动机优势明显，堪称“钢炮级动力”。

梅甘娜R.S. 配备了著名的“Cup�

Chassis”底盘系统，其最核心的亮点在于配

备了前轴限滑差速器和高性能减振系统，

而限滑差速器即便是在高性能车型上也是

极少出现的配备。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10月10日，MG� GT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预售。现在预订不仅能获得优先提车

权，提车成功还将获得精美限量版车模一

套，并有机会参加MG� GT的11月1日上市

发布会，更有可能获得英伦游的机会。

即将上市的MG� GT是首款搭载

上汽CUBE-TECH全新一代动力总成

的车型，搭载了SGE� 1.4TGI涡轮增压发

动机和TST7速双离合变速器。该发动机

采用缸内中央直喷技术， 功率110千瓦、

扭矩235牛·米，加速更加畅快。同时，结

合新一代发动机启停系统的运用， 这套

动力总成相比传统动力总成油耗降低超

过25%。 除了英伦设计、 激情驾驭，MG�

GT还准备了高效便捷的智能网络行车

系统inkaNet4.0，该系统能实现三网覆盖

自由互联、 高识别语音自由说、3D全息

自由行导航等功能， 配上全新高分辨率

红外触控液晶屏， 将给驾驶者带来极佳

的互联用车体验。

（刘逢源）

北京现代ix25上市

“都教授”鼎力助阵

10月10日， 本年度最受关注的小型

SUV———ix25上市仪式在广州隆重举

行。这款定位“青春实力派SUV”的全新

车型， 以硬朗个性的纯正SUV之势闪耀

登场。ix25此次发布了1.6L和2.0L两个

排量共6款车型， 配备两驱和四驱版本供

消费者选择，售价区间为11.98万元-17.

98万元。ix25是北京现代为满足快速增

长的小型SUV市场需求推出的一款全新

车型， 它将与全新胜达、ix35和新途胜共

同组成更为强大的SUV家族， 进一步完

善北京现代SUV产品线， 实现对各细分

市场的全面覆盖。

序号 车型 官方指导价

1 1.6 GS MT

手动时尚型

119

，

800

元

2 1.6 GS AT

自动时尚型

133

，

800

元

3 1.6 GLS AT

自动智能型

142

，

800

元

4 1.6 DLX AT

自动尊贵型

156

，

800

元

5 2.0 GLS AT

自动智能型

166

，

800

元

6 2.0 GLX AT 4WD

自动四驱领先型

179

，

800

元

路虎发现神行全球实车首发

BMW� 3行动全国总决赛激战上海

MG�GT全面预售

全新奥迪A3驾控挑战赛收官

售价33.99万-35.99万元

雷诺梅甘娜R.S.激情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