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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全球车企助力产业发展
———第十九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圆满落幕

科技环保 新兴能源跃动蓉城

随着汽车产业进入智能互联时
代，今年成都车展上新能源汽车是沁
人心脾的一缕“清风”。各类热议的
新能源车型在成都车展上竞相登场。
宝马系列740LexDrive、新款I3、全新
BMWX1、I8质子红限量版、雪佛兰迈
锐宝XL、华晨宝马-之诺 60H、凯迪
拉克 CT630E、卡罗拉双擎、新一代
别克君越、全新腾势400版、奇瑞eQ、
吉利帝豪HEV、比亚迪元EV、广汽传
祺GS4EV等新能源车型倍受关注。

助力首发 外资国产全擎出击
本届车展，国际国内汽车厂商

携各类首发和上市新车诚意亮相，首
发车型87台，其中全球首发6台，中国
首发15台。德系、美系、日系、法系、韩
系和合资品牌、国内自主品牌更是齐
聚一堂、集体发力，不断升级参展阵
容，携手打造中国西部汽车盛筵。

人车互动 活动服务百花齐放
除了展车，各品牌为吸引人气，

相继推出人车互动活动———现场版
VR体验、车模T台走秀、节目表演等
一系列吸睛体验活动，吸引大批的
观众粉丝前来参与。媒体日当天，国
民新男神黄渤、东方卫视名嘴王自
健、当红女主播朱丹等明星都亲临
成都车展现场，引得镁光灯无数。而
室外广场更是看点十足，众多汽车
品牌举办了越野车展示及体验活
动，带领观众零距离感受品牌车型
的驾驶乐趣，分享驾驶技巧。路虎捷
豹、梅赛德斯奔驰的测试设备和威
猛车型吸引了无数观众体验参与，
而吉利、野马、比亚迪和众泰大迈组
成的远景SUV阵营同样气势非凡。
VR体验区在各大展台炫酷登场，日
产展台“新逍客奇幻之旅”、丰田展
台“VR大船”、福特展台“VR大挑
战”等VR体验区深得人心，向观众
展示了智能科技的神奇力量。

同时，“老爷车文化体验区”怀
旧亮相，以美国“66号公路”为主

题，哈德森、美吉普、凯迪拉克等品
牌上世纪30-50年代的多款经典车
型依旧亮丽如新，带你体验驰骋于
“66号公路”的美式风情；大学生报
道团则汇集国内高校大学生记者，
采集车展一手资讯，直播车展最新
动态，为观众呈现“原汁原味儿”的
原创内容；而官方护照体验活动延
续传统，与观众留存了车展回忆。

配套升级 展会强化人性化服务
此外，成都车展组委会一如既往

将升级展会配套设施、优化展会人性
服务放在首位。今年在延续展前网络
购电子门票的同时，还增加展期电子
门票购买功能。无论展前展中，观众
均能够通过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渠道
购买电子门票，凭电子门票直接扫码
入场。继续设立“公众服务处”并增
加服务点位，为观众提供行李寄存、
失物招领、母婴休息、公众饮水、儿童
找寻、医疗等服务；继续开通免费直
通车、免费摆渡车，在环球中心及世
纪城区域内招手即停，实现与公共交
通的无缝接驳；新闻中心也全新亮
相，竭诚为中外媒体朋友服务。

无论是精彩纷呈的车展魅力活
动，还是优化便捷的购票、人性化的
展馆服务，车展组委会都力求为观
众呈现一次更加舒适、超值、愉悦、
轻松的观展之旅。

昨日 ，“缤纷车展·炫动蓉城 ”
2016年第十九届成都国际车展在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圆满落下
帷幕。 在总计15万平米展出面积中，
110个汽车品牌，1380辆展车，87款
新车强势首发亮相。为期10天的展期
共计销售车辆31186辆，其中豪车销
售908辆，共接待观众超过65.5万人
次， 来自国内外约2300家媒体的近
8000名记者奔赴车展现场报道展会
盛况。成都车展再一次为车迷带来一
场汽车饕餮盛宴，为西部车市的蓬勃
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19年风雨征程 ，19届风采依
旧， 成都车展已成为全球车企布局
西部、带动产能的战略要地。成都车
展也有幸参与并见证了成都、 西部
乃至全国汽车消费市场的迅速扩张
和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近日，由长安马自达携手优酷
推出的亚洲首部聚焦工匠艺人的微
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迎来收官。
节目中的20位大师，都是在平凡的
领域以超乎寻常的坚守书写了属于
自己的传奇人生。伴随节目收官，20

位艺术大师在互联网引发了关于工
匠精神的热烈讨论，截至8月29日，
纪录片点击播放量超过6000万次。

此次长安马自达鼎力支持《了不
起的匠人》，可谓是匠艺品牌与匠人、
匠心间的相知相惜。双方选择牵手，

既源于彼此对工匠精神的无限向往，
亦来自于彼此对“传统与时尚”“观赏
与实用”理念的一致推崇。匠人用谦
恭、自省的态度，对细致、完美的追
求，坚持“倾一生，做一事”的理念，对
工匠精神进行了完美诠释。（刘爱妮）

海滨旅游城市大连往往给人以
浪漫的形象，日前，成都商报记者参
与了东风雪铁龙全新越享高级轿车
C6试驾会就从此出发。

C6的定位不同于传统B级车和
C 级车关于车身尺寸的区分，它应
该属于更细分的“B+”级高端车型。
全新C6的外观，采用了能量美学设
计理念，新一代家族式前脸、车身线
条、尾部设计大气、沉稳，似乎更对
味成功人士的胃口。

对于来自时尚之国的品牌，全
新 C6 的内饰设计看上去简约、精
致，做工和用料无处不透露出法兰

西奢侈品工匠大师对于高端品味的
打造。

全新 C6 采用 12.3 英寸全液晶
彩色数字仪表，突显出强烈的科技
感。中控台同样采用了大尺寸液晶
触屏，集成了蓝牙电话、音乐和包括

Carplay 以及 Mirrorlink 在内的智能
互联系统……几乎囊括时下所有潮
流功能。让记者意外的是，虽然 C6
已经拥有2900mm超长轴距，但其操
控仍然展现出雪铁龙的优良传统，
转向沉稳、精准。悬挂系统对于路面
震动的处理更是恰到好处。动力方
面 ，全 新 C6 将 搭 载 350THP 和
380THP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转速
达到1000转，涡轮即介入，达到1400
转时，已经能够达到最大扭矩峰值
280N，确实能够做到如自吸发动机
般行云流水，却又在不知不觉间完
成加速。 （刘逢源）

奔驰GLE是ML系列的中期改
款车型，采用了全新的命名方式进
入中国市场，GLE运动 SUV则为基
于 GLE 打造的 Coupe 车型。记者认
为，奔驰虽然在轿车市场拥有 E
Coupe、C Coupe 等热销车型，却在
SUV市场一直欠缺一辆造型性感的
轿跑SUV，现在，奔驰GLE运动SUV
终于出现了，打破了宝马X6对这个
细分市场多年的垄断。

其溜背式的造型融入了轿跑车
的元素，车身侧面及车尾的设计最能
突出其特别之处，营造出较为运动的

视觉效果。跟 GLE 几乎一模一样的
内饰设计完全没有了外观上的惊
喜。不过，秉承梅赛德斯-奔驰一直
以来精工细作的内饰品质，银色面
板装饰突出了其运动化的特性。

前排空间基本上维持了GLE的
水准，尽管车顶弧线比较大，但是对
于后排头部空间的影响还是相对较
小。不过，后备箱容积完全不能跟
GLE 相比，毕竟轿跑设计导致了后
备箱容积有一定缩水。

本次试驾的车型为奔驰 GLE
400 4MATIC 运动 SUV，从实际驾
驶体验来看，这台 9G-TRONIC 变
速器在时速超过80公里时便会自动
升到9挡，而时速100公里时转速只
有1500rpm，可想而知对于燃油性的
提升有多大。 （刘爱妮）

日前，东风日产启辰品牌在郑州
的启辰生产基地举办了品牌6周年庆
典。当晚，启辰全新70系以8.98万元~
13.38万元的价格上市，在将“质价比”
优势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为启辰品牌
征战SUV市场注入更多信心。

8款车型、43万保有用户、年销
量10万辆的最快突破、稳居月销万

辆俱乐部、创新式体验营销……启
辰汽车在中国车市的风雨六年中，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不愧为
自主品牌中的实力派。升级而出的
启辰全新70系，更好地满足了年轻
消费者对于时尚动感、精致质感、智
能科技的需求，将继续为消费者带
来非凡的驾享体验。 （刘逢源）

长安马自达《了不起的匠人》纪录片收官

启辰品牌六周年庆典 全新70系品质上市

感受纯正法系奢旅生活
试驾东风雪铁龙全新越享高级轿车C6

奔驰Coupe基因的完美移植
试驾奔驰GLE运动SUV

试驾

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文物昨在蓉揭开神秘面纱

300年的时光，
小心到连一丝灰尘也不放过

昨日上午9点，即将于9月16日
在成都博物馆正式拉开大幕的重磅展

“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的
文物开箱工作正式进行。数位来自故
宫的专家，布展人员，协同押运、安保、
武警守卫等工作人员一起开展此项重
要工作。多个备受关注的重磅文物昨
日终于在成都一展庐山真面目，大概
30余件文物开箱进入展柜。整个工作
过程十分细致，双方交接、清点、开箱、
搬动，都小心翼翼，心细如发。

开箱！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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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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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方案，工作人员经过交接双方
的确认后，乾隆年间英国制造的“铜镀
金异兽衔花水法钟”被小心翼翼地
开箱拿出。里面层层裹好的泡
沫条和防震泡沫被取出后将
全部“回盒”，保证展品结
束展示时包装填充物仍
可原位继续使用。

层
层
核
验
身
份

成都商报记者经过层层
身份核验才进入布展现场，

面对一堆包装严实、规
矩整齐的文物箱，一

时还有些恍惚：这
里面可是装着

300 年 的 时
光呢。

按照策展布展的次序，
备受关注的书画作品昨天下
午终于隆重登场——清人作《乾
隆锦朝服像》轴，唐寅《钱塘景物图》
轴、苏轼《定慧院诗稿》、弘历作《寿星
图》等精彩文物。

书画作品是昨天开箱布展最耗费时间的，
昨天的苏轼书法作品直到记者截稿都还未来得
及展开，仅唐寅的作品布展就花了一个小时。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记者 张建

乾
隆
骑
射
工
具
开
箱

同时，
昨天上午还

有乾隆大展“靖
边宣武”单元的部

分文物被开箱取出，里
面包含众多乾隆皇帝的骑

射工具、狩猎武器，比如火枪、
乾隆皇帝深爱的鹿角椅等。

唐
寅
苏
轼

书
画
布
展
最
耗
时

挂饰掉落 虚惊一场

“铜镀金
异兽衔花钟”刚拿
出，工作人员就发现一颗
小型挂饰因为运输原因掉落到
底盒绒布面上，故宫专家在详细确认掉
落挂饰的原位置后表示问题不大，经过简
单调整和重新挂置处理以后即可复原。

小型吸尘器除尘
记者注意到，装文物的木箱一打开，里

面除了泡沫填充防震以外，还专门有结实
的木条绑定关键部位，防止文物在箱体内
晃动。木条本身也进行了布条或泡沫缠
绕，以免刮碰伤及文物。开箱布展工作按
照先置放大型的、具有独立展柜的文物开
始，比如钟表、盒、座椅之类的重器。为了
展陈效果，一些黑色的底部展布需要从
双层玻璃包裹的展柜里取出进行
除尘处理，几个工作人员特
别用手持小型吸尘器
精细地做着此项
工作。

瓷器最小气，不能过早摆置
乾隆年间广州制铜镀金太平有象水法

钟、象牙染雕鱼鹰式鼻烟壶、剔红龙凤纹长
方盒等同展柜的文物依次被一一取出，然后
由专人负责搬运到展柜中。由于届时还需灯
光师一同工作以保证最好的展示效果，所以
目前的工作只是暂时将文物置放进展柜，等
所有文物布置好以后再统一做调整。

瓷器的开箱摆放工作更需小心翼翼，一
件“青花釉里红九龙闹海纹梅瓶”先是从定制
的锦盒里取出，随后放进展柜，之后又被取出
放回锦盒。“因为我们注意到瓷器最小气，需

要鱼线固定，将瓷器降低重心固定，不能那
么早摆置进去，万一在其他展柜的文

物布展过程中不小心碰了，那
就太危险了。”因此，布

展人员这样的安
排非常必要。

粉彩螃蟹百果盘

白套红玻璃玉壶春瓶

故宫专家检查铜镀金异兽衔花水法钟 铜镀金太平有象水法钟

石青色云龙衮服被开箱取出 开启文物箱

绿色绸绣闺门帔

鹿角椅

铁镞箭

苏轼《定慧院诗稿》

玉柄皮鞘腰刀及玉柄皮鞘匕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