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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万享受百万级的豪华

在新推出的这两款车中，性价
比更高的当属Jeep大切诺基3.6L
豪华导航版。该款与 3.6L 精英导
航版相比，前者的售价仅多了1.4
万元。但是配置却大大丰富。

作为 70 万级豪华 SUV，Jeep
大切诺基豪华导航版在原有的精
英导航版基础上新增拥有诸多百
万级车型才有的配置，价值优势
远超消费者预期。豪华导航版拥
有前碰撞预警系统、盲点监测、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等智能舒
适安全配置，并在尾门处镶嵌

“Overland”标识。

细节营造家的舒适感

尽管外观变化不大，但是仔
细观察不难发现，Jeep 大切诺基
豪华导航版在前脸两端装有镀铬
工艺的拖钩，其车轮还配备了与
大切诺基旗舰尊耀版尺寸相同的

20寸专属轮毂，后保险杠则采用
车身同色，整车更显大气豪华。

大切诺基豪华导航版采用实
木装饰仪表盘、豪华全真皮包裹
仪表台/门饰板、蓝棕双色双拼+
白色滚边精工装饰的打孔真皮座
椅等高档配置，于细节中营造出
温馨舒适的家庭氛围。

征服艰险全路况的极致享受

Jeep大切诺基豪华导航版搭
载连获三届“沃德全球十佳发动
机”奖项的3.6L V6 Pentastar自然
吸气发动机，匹配 ZF 全电子化 8
速自动变速箱，为车辆带来绝佳
的动力表现，同时提升燃油经济
性；其配备的 Selec-Terrain 路况
模式自选系统，则随时随地为驾
乘者带来全路况极致享受。

凭借专业SUV产品力和诸多
百万级豪华舒适配置，Jeep大切诺
基豪华导航版树立了新一代豪华
SUV价值新标杆。加之此前在成都

车展上市的Jeep大切诺基旗舰尊耀
版，大切车系的豪华感再次跃升。

20万以内SUV
有机会原价回购

时下，进口Jeep大切诺基限时
推出陆地升舱季特惠。消费者将可
通过原价回购和双享置换补贴等
政策享受超值优惠。只要符合相关
条件，对于非Jeep车主，凡20万以
内中高级轿车和中级SUV就有机
会可享原价回购、0首付置换全新
进口 Jeep 大切诺基；20-30 万级
SUV，可享最高原价9折回购。所
有Jeep车主置换全新大切诺基，将
有机会额外享受升舱补贴。

10月31日（本周六），一起相约
位于成都三岔湖板块的世茂·云湖，
你不仅可以试驾全新Jeep大切诺基
3.6L豪华导航版、旗舰尊耀版，坐
游艇游三岔湖，还能享受美味的豪
华自助午餐。即日起联系成都各大
Jeep经销商报名参加。 （张煜）

10月21日，康明斯（中国）西南区域零件分
拨中心在成都举办了开业庆典。该中心的成立
揭开了康明斯在本地物流网络建设方面的新篇
章，凸显康明斯适应市场，提供卓越物流服务的
战略。同时，为配合区域零件分拨中心成立，在
成都传化物流基地开展了盛大促销活动，为广
大货运司机及物流从业者送上各种“实惠”。

该中心是康明斯在华第五家区域零件分拨

中心。自2012年开始，康明斯先后在沈阳、北京、
西安、上海建立了四个区域零件分拨中心，旨在
全面提升康明斯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零部件供应
能力。借助全球规范标准化的物流运作体系和
强大的线上智能化信息平台，西南区域零件分
拨中心将为西南区域的客户提供整合、优化、智
能的快捷物流服务，让客户及时获得优质备件，
真正实现沟通服务零距离。 （夏厦）

近日吉利宣布，内部代号为NL-3的全新
SUV车型正式定名为“博越”，寓意“博采众长、
驾越不凡”。这是继博瑞之后，吉利推出的又一

款全球战略车型。吉利相关人士透露，博越将
在智能互联、智能安全、动力及舒适配置等方
面给年轻消费者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体验。

由126万网友定名而来的吉利博越，代表
了消费者对这款全新SUV的热情期待。“博”代
表了吉利博越内外兼修，集时尚动感、智能掌
控、舒适驾驭于一体，是为超越自我、引领未来
的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品质之作，给他们带来更
丰富精彩的生活。“越”则代表了吉利博越将智
能互联、智能安全、智能驾驭、智能舒适的前沿
趋势化为现实，是为敢于创新的年轻人量身定
制的前瞻之作，伴随他们创造更优越的人生。

（夏厦）

10月20日，来自全国的200位媒体记者齐
聚广汽本田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汽本田研发基地），零距离接触广汽本田研
发基地，这是广汽本田研发基地首次向媒体开
放。该基地于2015年年初建成启用，具备整车
独立开发能力并拥有车型开发所需要的各项
先进设施，极大地提升了广汽本田自主研发能
力和创新能力，助力广汽本田全面迈入“智造”
时代。

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及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宏观政策导引下，自主创新和绿色
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内主流车企的重视。今年全
新启用的广汽本田研发基地肩负三大使命：立
足自主研发，为广汽本田事业和中国汽车产业
发展做贡献；开发理念品牌车型的同时，兼顾

Honda品牌车型导入开发；除广汽本田外，还向
其股东双方提供技术服务。

为圆满完成这三大使命，广汽本田不遗
余力地推进广汽本田研发基地硬件建设和
人才培养。硬件方面，广汽本田研发基地建
成了功能齐全的试验大楼，具备商品企划、
造型、设计、整车试作、实车测试、零部件开
发等整车开发能力；为创造相应的开发环
境，基地导入车辆测试所需的先进设备，建
成功能齐全的试车跑道。在人才培养上，广
汽本田研发基地在本田技术研究所的支持
下，通过汽车研发来培养具有整车开发能力
的人才，壮大研发队伍，促进研发公司人才
培养质与量的提升。

作为一个功能齐全的绿色研发基地，广汽
本田研发基地在 200 万㎡的最小化用地基础
上，却拥有开发车型所需的先进设施设备、最
完备的整车开发功能、超高水准的试车跑道以
及最为环保的设计工艺，堪称行业高效集约用
地的标杆。

广汽本田成立17年来，始终扎根中国，为
顾客提供优质服务。2015年，伴随广汽本田研
发基地的启用、广汽本田第三工厂暨发动机工
厂的投产，广汽本田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都
将得到极大提升，企业步入全速发展的快车
道，为实现广汽本田2020年产销100万辆的目
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夏厦）

国内一流、技术领先
广汽本田研发基地解密

康明斯西南区域零件分拨中心成都开业

吉利全新SUV定名“博越”

相约本周末
享受不一样的“切”意生活

人生并不是只有奋斗这一种状
态，有时候，我们需要并渴望自己的
身心放松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天，开
着自己喜爱的Jeep大切诺基，逃离
城市、逃离喧嚣，体验一种更惬意更
纯粹的存在。近日，Jeep进口全新
大切诺基再一次扩宽其产品线，
3.6L豪华导航版、旗舰尊耀版联袂
上市。其中，3.6L豪华导航版售价
68.99 万 元 ，3.6L 旗 舰 尊 耀 版
75.99万元。这两款新车的上市，重
树了豪华SUV的价值标杆，更为众
多的“大切粉”提供了一个更具实力
和性价比的选择。

别具匠心
上海大众斯柯达New Superb全新速派上市
高颜值外观：
立体主义美学呈现

焕新而来的New Superb全新速派在造型
设计上让人耳目一新，它全面应用了斯柯达
最新概念车VisionC的设计语言，整车立体优
雅，极具情感力量，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更年
轻、更时尚、更动感了。

New Superb全新速派的整体造型以立体
主义美学为设计灵感，精准锋锐的线条、立体
精致的型面和完美的车身比例展现了动感大
气的整车气质。车身采用长发动机罩短行李厢
盖的大气比例，再加上短前悬长后悬设计，营
造出极富运动张力的动感身姿。其灯组的设计
极富艺术美感，立体悬浮式氙气大灯采用底部
内凹设计，形成悬浮态势，犹如深邃的眼神眺
望远方，细节处更是精雕细琢，内部的纵向LED
光栅与进气格栅上的镀铬辐条交相辉映，尽显
深厚的品牌传承；LED双C尾灯设计亦融入了
水晶切割设计风格，棱角分明，细节精致，极富
科技感和辨识度。此外，上扬式车窗线条也是
全新速派的一大特色，为整车赋予了更多灵动
气息。同样采用水晶切割设计风格的侧标则是
全新速派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看上去宛如蓄
势待发的利箭，细节处倍显精致。

此次上市的New Superb全新速派共提供
6种车身颜色选择，以及16英寸、17英寸、18英
寸3款轮毂设计，可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审美
需求。

作为上海大众汽车旗下首款MQB-B平台车
型，NewSuperb全新速派在车身尺寸上有进一步
提升，长宽高分别为4861mm/1865mm/1489mm，
长度和宽度较上一代车型分别增加了27mm和
48mm，轴距加长了80mm达到2841mm，前后排乘
员均可轻松享受到宽敞无压的头部空间和腿部空
间。行李厢容积达到570升，放倒后排座椅后可扩容
至1680升，再加上斯柯达品牌经典的掀背式开启行
李厢盖设计，非常实用；其顶配车型采用的可调节
式电动尾门（带虚拟踏板开启）更是极具科技感和
实用性，这也是电动尾门在上海大众汽车车型上的
首次运用。
在座舱氛围的营造上，NewSuperb全新速派

充分展现了斯柯达品牌旗舰车型的风采，为驾乘

人员带来独具品位的驾乘体验。内饰风格上，New
Superb全新速派提供了典雅棕色、温馨米色和炫
酷黑色3种选择，再加上多达47处的静音措施，铸
就舒适静逸的座舱。其中控台采用直觉式布局，兼
顾视觉审美与操控便利性；人体工学设计的座椅
采用不等密度的填充材料，为乘员提供了极佳的
支撑和包裹，并有4种材质选材，前后排座椅加热
功能、BossButton副驾驶座后排调节按钮等多用
于豪华车的功能在全新速派上亦有应用。此外，
CleanAir三温区全自动空调、第二代MIB信息娱
乐系统（支持CarPlay与MirrorLink）、RSE后排无
线娱乐控制系统、Canton豪华低音炮音响系统等
多项高科技人性化配置在NewSuperb全新速派
也有呈现，提供了高品质的驾乘享受。

高品质座舱：宽敞空间舒适享受

高科技配置：
智能驾控周全呵护

在 动 力 操 控 上 ，New
Superb全新速派依托大众汽
车集团先进的科技实力与百
年斯柯达精湛的造车工艺，
为B级车消费者带来全新的
驾控体验。其搭载的TSI280
（1.4TSI）发动机来自新一代
EA211系列，匹配以5挡手动
变速箱和7速干式DSG双离合
变速箱；TSI330（1.8TSI）和
TSI380（2.0TSI）发动机则来
自最新一代EA888系列，匹配
以全新研发的7速湿式DSG双
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组合
兼顾驾控乐趣和节能环保
性。

与此同时，NewSuperb全
新速派配备了涵盖19项电子模
块的ESP车身稳定系统、第三代
ACC自适应巡航系统、PLA3.0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带Auto
Hold自动驻车的EPB高效电子
手刹等智能行车配置，Front
Assist前 方 安 全 辅 助 系 统 、
Pre-Crash预碰撞保护系统、
BSD盲点监测、LaneAssist车道
偏离辅助、HSB超高强度安全
车身、全方位9安全气囊、电子
安全带、新一代WORKS头枕等
主被动安全保护措施均有广泛
应用。

作为斯柯达旗下极具传
奇意义的产品品牌，Superb发
展至今已有81年历史；而自
2009年进入中国以来，这款实
力车型也凭借出众的产品品
质赢得了优异的用户口碑。全
面优化的New Superb全新速
派的到来必将进一步增强这
款旗舰车型的市场竞争力，并
推动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
牌形象的提升。

10月25日，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全新旗舰车型New Superb全新速派在上海正式上市，价格区间为16.98万元———27.68万
元。基于大众汽车集团MQB–B平台，New Superb全新速派搭载了新一代EA系列发动机，提供TSI280、TSI330和TSI380三种动力
选择，匹配高性能的7速湿式DSG双离合变速箱、7速干式DSG双离合变速箱和5速手动变速箱，结合不同配置，共推出7款车型。

升级而来的New Superb全新速派采用了斯柯达Vision C概念车的设计理念，在驾乘空间、动力性能和科技配置上亦全面
升级，将立体主义经典美学、布拉格的艺术品位与欧洲精湛科技工艺完美融合，是百年品牌斯柯达的匠心美学之作。其目标消
费人群瞄准的是这样一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即使对稀松平常的小事也认真务实地对待，自信掌握现实主义者的实用成
功之道；同时对心怀的所有信念都格外坚持，独品理想主义者的格调成功之道；在这个时代，他们既融入主流大众，也融合人文
格调，寻求着不一样的成功人生。内外兼修的New Superb全新速派将成为他们的理想座驾。

型号 建议零售价（RMB）

全新速派 TSI280手动前行版 169,800

全新速派 TSI280双离合器手自一体前行版 179,800

全新速派 TSI280双离合器手自一体创行版 189,800

全新速派 TSI330双离合器手自一体创行版 199,800

全新速派 TSI330双离合器手自一体智行版 219,800

全新速派 TSI380双离合器手自一体尊行版 249,800

全新速派 TSI380双离合器手自一体旗舰版 276,800

车型组合及价格

全新速派上市盛典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