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全新思铂睿

外观空间颠覆性的改变。 前脸俊朗而不失

力量感，整体造型更加大气时尚，并在保持

操控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式”的车身加长，

75mm的轴距加长使得车内空间得到了大

幅提升。融合本田MM理念，以驾驶员为中

心的360度环抱一体式专属座舱，运用主动

声音补偿系统（ASC）等多项科技营造出

立体驾趣空间。 全新思铂睿不仅仅是轴距

的升级，更是空间哲学的重新演绎。

FUNTEC核心技术全面应用是全新思

铂睿最大的变化点， 尤其是动力上配备了

2.4L� i-VTEC缸内直喷发动机+8速双离合

变速箱（8DCT）豪华动力组合。代表Honda

最尖端技术的Earth� Dreams� Technology（地

球梦科技）2.4L� i-VTEC缸内直喷发动机有

着自然吸气之王美誉，兼具强劲动力和超高

燃油经济性两大优势。 而作为全球首款的8

速双离合变速器(8DCT)，Honda独创性加入

液力变矩器，可靠性成倍增加，杜绝了传统

DCT在低挡位时较为明显的换挡冲击感，使

得加速感与舒适度达到了完美平衡。

不仅如此，全新思铂睿集尖端科技配置

于一身，如平视显示系统（HUD）、主动声

音补偿系统 （ASC）、 主动降噪系统

（ANC）等多项极具未来感的科技配置。在

主动安全方面，装备了包括预碰撞警示系统

（FCW）、交通标识智能识别系统（TSR）、

车道偏移预警系统（LDW）、盲点显示系统

（LWC）在内的全方位的安全辅助系统，力

求打造最智能化最安全的中高级车。据悉，

11月18日， 全新思铂睿将推出2.4L、2.0L�

2个排量各3个版本，共计6个级别的车型

与消费者见面！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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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近日， “骏·享·新生代” 天津一汽骏派D60上市

发布会在北京万事达中心盛大举行。 骏派D60定位于

新生代动感都市SUV， 拥有1.5L和1.8L两种排量7款车

型， 并分为标准型、 舒适型、 豪华型和尊贵型， 售价

6.49-9.99万元。

对于天津一汽而言，骏派D60是拿来打翻身仗的

一款产品， 天津一汽为此在这款车的品质方面倾力

投入。骏派D60搭载1.5L和1.8L两款发动机，分别匹

配5速手动变速器和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操控更加

精准。值得一提的是，越级配备的丰田1.8L发动机和

爱信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黄金组合，不仅在燃油经

济性方面领先同级别车型， 更给用户带来充满乐趣

的驾乘感受。

据了解，在骏派60设计之初便采用正向开发流程，

并与世界多家知名企业合作，关键部品均由世界500强

企业提供：如丰田2ZR发动机，爱信6AT/5MT变速器，

日本电装空调系统、电喷系统等。就连PEPS一键启动

和无钥匙进入、ISS智能节油系统， 以及通过了欧洲

ELV测试标准的无毒环保材料内饰等更高端车型才会

匹配的配置也不计成本地配置在这款车上。 对高品质

的不懈追求， 使骏派D60成为都市SUV细分市场比肩

甚至超越合资产品的典范和代表。

（ 张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此次，厂

家率先推出的昂科威全部是2.0T的四驱车

型，也就是说，都是高配版车型，没有价格

相对较低的两驱车型。

横向对比目前市场上卖得不错的途

观的价格，2013款途观2.0T四驱6速自动挡

车型的厂家指导价区间是29.18万-31.58

万元。 单从价格和动力配置这单方面来

看，其实昂科威的定价还是比较合适的。

昂科威是同级唯一标配发动机自动

启停功能的车型，百公里综合油耗达到同

级领先的8.8L。这一点很好地解决了消费

者对别克车型“耗油”的固有印象。别克

昂科威创新搭载通用汽车独有的智能全

路况四驱系统，可根据需要实时分配前后

轮动力， 并能实现后轴左右轮扭矩

0-100%的连续分配，更加迅速主动、高效

灵活， 大幅提升了驾驶操控性和脱困能

力，提供了更优秀的驾驶体验。而FlexRide

自适应驾驶系统则可设定标准、 旅行、运

动和越野四种模式，带来四车合一的多重

驾驶感受。

承袭别克一贯的高标准安全性能，昂科

威不仅拥有高达75%车身高强度钢材覆盖

率， 全系标配ABS+EBD+ESC+TCS系统、

HSA坡道辅助系统等十大主动安全配备等。

上海通用汽车总经理王永清表示：

“别克昂科威是上海通用汽车别克品牌为

社会主流精英奉献的一款SUV全新杰作。

无论是领先科技、精湛工艺还是优异品质，

昂科威都充分展露超越同侪的产品实力和

‘强者，自强’的精神气度。昂科威的到来，

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具竞争力的全新产品选

择，并以‘多10%’的产品精神重塑SUV主

流市场格局。”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华星名仕

开启奥迪品荐二手车活动

“越级人生，向上一步，品荐经典！”日前，2014奥

迪品荐二手车四川华星名仕站活动在一段激情的电子

弦乐声里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旨在让每一位喜爱奥迪

的新老顾客深度感受到奥迪品荐二手车“专业、诚信、

便捷”的品牌理念，让客户感受每一辆奥迪品荐二手

车完美如新的品质，享受超值选购的乐趣。

本次活动现场，四川华星名仕专门安排了资深讲解

师对二手车评估流程进行了详细演示，更邀请到场客户

参与二手车知识互动问答和二手车价格竞猜环节，参与

互动并且回答最接近正确答案的客户，都得到了四川华

星名仕精心准备的惊喜礼包一份。四川华星名仕奥迪二

手车总监张丹表示，四川华星名仕二手车不一定要做到

最大，但一定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强。

（王聪）

RAV4“巅峰体验会”成都站收官

日前，全新RAV4“巅峰体验会”在成都现代五项

赛事中心火爆开启，这也是2014一汽丰田RAV4“巅峰

体验会”的收官之站。与此同时，今年1月至9月，RAV4

在包括成都在内的西部地区热销17667辆， 同期比

130%。良好的销量更加深了大家对这款SUV的期待。

在竞品对比体验区， 低附着路段充分模拟野外湿

滑、 爬坡的路况，RAV4所搭载的动态扭矩分配控制

4WD系统大显身手，通过感应车轮的状态，对前后轮

进行最佳扭矩分配，确保车辆平稳攀至坡顶。成都位于

四川盆地西部，气候湿润夏秋多雨，而湿滑路面更能发

挥RAV4四驱系统与VSC+系统，保障行驶平稳性的能

力。 同时，RAV4全新2.5L双VVT-i发动机匹配重量更

轻的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给现场驾乘者带来顺畅有

力、毫无顿挫感的极致体验。

（刘逢源）

空间、动力、科技、舒适全面提升

全新思铂睿 为破局而生

作为东风Honda首款专为中国消费者打造的中高级轿车旗

舰之作，全新思铂睿搭载了众多FUNTEC领先科技，实现空间、

动力、科技、舒适四大破局，以更全面的整体性能，更先进的动力

总成，更丰富的领先科技，更宽敞的空间感，更高端的舒适性

打破界限，超越同级。据悉，蓄势已久的全新思铂睿将

于11月18日发布上市。

除了拥有傲视中高级所有强劲对手的

黄金动力总成， 全新思铂睿通过高品质悬

架、频率应答式减震器、前后硅油液封减震

技术打造出不一般的高性能底盘， 提供给

车主最高端的舒适享受和最灵动的操控乐

趣。同时，采用“500万级别豪车标配”主动

降噪系统（ANC），消弭行车的噪声纷扰，

成功打破中高级车的舒适界限， 建立起劳

斯莱斯级别的静谧舒适空间。

空间破局

———75mm+的空间哲学

动力破局

———同级别最先进的动力总成

舒适破局

———500万级豪车的舒适享受

科技破局

———同级别最丰富的科技配置

全能SUV昂科威上市定价引争议

26.99万起买昂科威 你觉得值吗？

近日， 别克全能中型SUV昂科

威正式上市。至此，别克的SUV车型

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小型、 中型、大

型SUV的完整阵形。

新上市的别克昂科威共推出4款

28T车型， 标配新一代高性能2.0T�

SIDI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全新6速

DSS智能启停变速箱以及智能四驱

系统， 售价区间为26.99万-34.99

万元。昂科威一经推出，市场上对于

昂科威定价问题的争议就不断。

骏派D60�为打翻身仗而来

“南汽外移”大势所趋
红牌楼商圈招商推荐会暨2014中国（成都）汽车后市场创新趋势研讨会在蓉举行
10月29日，由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中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联合会、成

都市武侯区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红牌楼商圈‘南汽外移’招商推荐会暨2014中国（成都）
汽车后市场产业趋势创新研讨会”，在成都市武侯区友豪锦江酒店隆重举行。来自中国汽车后
市场总会、中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联合会、西南财经大学、成都市规划设计院
的多位权威专家，共同为红牌楼汽配用品产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汽车保有量大国，中国的汽车后市场规模
2013 年已突破 5000 亿元，而成都汽贸行业的大发展，
正在迎来第三次战略性调整。红牌楼汽贸商圈，作为中
国西部知名的行业性综合市场，正在进入一波革命性
的转折。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汽车后市场总会常务秘书长
董鸿星表示，由于中国汽车后市场仍然处于成长初期，
在经营模式、管理服务、竞争意识上都还存在一系列问

题，市场整体质量不高、市场集中度不高、服务水平较
低，还没有形成领导品牌和规模效应。在这样一个背景
下，转型升级必然成为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趋势。
在董鸿星看来，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网络化将

成为汽车后市场发展的主流。因此，建立好专业化、大
规模的市场综合体，是一种先进有效的商业模式，有利
于提升产业层级，形成区域辐射能力，便于集中统一规
范管理，做到资源信息互享，提高盈利水平。

会上，成都市武侯区相关部门分别与中粮集团、龙
湖集团、富临集团等实力品牌商家签署了《商务楼宇招
商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红牌楼商圈转型升级、腾笼
换鸟的发展战略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事实上，随着成都市及武侯区“南汽外移”战略的
逐步推进，红牌楼商圈最为人熟知的汽车、汽配贸易功
能开始加速弱化。短短几年，红星美凯龙、红牌楼广场、
统一优玛特、天邑国际大酒店等大型商业项目不断改
写着这个区域的商业气质。“腾龙换鸟，剑指高端”已
经成为后来者无一例外的共识和选择。随着“南汽外
移”战略推进的不断深入，红牌楼商圈产业转型升级已

初见成效。
中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副秘

书长唐云光表示，传统集散式汽配城已成为当前阻碍中
国汽车后市场产业高速、健康发展的最大瓶颈。而以双
流临空汽配产业园区为代表的现代化汽车后市场发展
模式才能真正适应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见，
红牌楼汽配产业升级外迁工作的全面启动，将为商家提
供真正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路径，也将为片区居民带来
更加和谐舒适的人居环境，可谓多方受益。“南汽外移”
战略的进一步深入实施，必将对成都乃至西部的汽车后
市场产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促进作用与积极影响。 协会商家一条心：外迁才有出路，晚搬不如早搬

转型升级，南汽外移刻不容缓

腾笼换鸟，红牌楼迈向“高、大、上”

不断加大对红牌楼片区的综合整治和产
业引导，成都市有关部门近期连续下达拆除
红牌楼片区违建的通知，明确反映对加快红
牌楼搬迁的决心。

“红牌楼虽然口岸成熟，但问题太多，不
搬不行了。”这样的说法，早已在红牌楼商家
心中扎下根。作为成都汽贸汽配行业的代表
板块，红牌楼汽贸产业的消费需求与市场专
业化程度的矛盾不断凸显，“红牌楼将成为高
端住区，汽配行业只能挨一天算一天，真是晚
搬不如早搬。”

大面积的违章建筑带来的城建问题、私
拉乱接电线以及消防设施缺失等安全隐患，
管理不善以及配套服务缺失等问题几乎在全
国大多数传统汽配城广泛存在。尤其像身处
市中心的红牌楼片区汽配仓库，多为待拆迁
房、民用房改造房、工业厂房改造房、临时过
渡房等违规改造，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
想，安全形势令人担忧。

在此背景下，今年以来众多汽配用品
商家纷纷行动起来。5 月，广州丰盛源膜业

实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至位于双流临空汽
贸商圈的四川金恒德国际汽车用品城三
期，整个车队大约 20 辆运输车；别克车系
商会负责人带头搬迁约 25 户商家至金恒
德；9 月 1 日，在红牌楼波尔菲特酒店召开
“红牌楼汽配商家搬迁动员大会”上，预计
到场 120 人，实际到场商户大约 200 人，现
场异常热闹；9 月 17 日，东风系列 15 余户
集体开业，随着锣鼓、鞭炮声响起，东风车
系正式开门营业。
“团结就是力量，弃旧从新，不断成长。”

红牌楼汽配协会负责人指出，“红牌楼产业的
外迁，已经得到区域 20 多个车系协会积极响
应，说明搬迁是商户的心声，也是汽配行业规
范化发展的需要。商家要抓住机会为商户提
升自己的经营品质，改善经营环境做出正确
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