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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试驾新捷达1.5L自动豪华
版一周后，对捷达皮实耐用的固有印
象，已经被运动感这一全新印象所取
代——原来买捷达也能让生活多点
滋味。

全皮质座椅取代了过去高配车
型的皮质+织物混搭座椅，上车就能
感到新捷达的变化。根据车型不同，
这款车还有自动空调、自动前大灯、
转向提醒灯、倒车雷达、车身稳定控
制系统、电动可调带加热功能外后视
镜、自动启停等。

2017款新捷达最大的改变就是
搭载了大众的EA211系列1.5L MPI

发动机，其最大功
率 81KW，最 大 扭
矩 150Nm。试 驾 的
这款车还配备了运
动 模 式 ，当 调 到 S
挡，新捷达瞬间由

“理工男”变身“运
动 男 ”，动 力 相 当
充沛。

最让人感叹的
是新捷达的油耗：
足足开了一周，才掉了一格油。厂家
公 布 的 综 合 工 况 油 耗 仅 为 5.7L/
100km。大众的品牌和品质，加上丰

富的配置，7.99-13.49万元的售价，让
捷达拥有了超高的性价比。

（张煜）

全球全尺寸豪华SUV细分市场
销量冠军，号称“强大到骨子里”的
2017款全新Jeep大切诺基5月12日登
陆成都，正式上市。

2017款全新Jeep大切诺基搭载
“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六冠王的V6
全铝发动机，配合优化调校后的第二
代ZF全电子化8速变速箱。最让人惊
喜的是，新款大切诺基首次把代表
Jeep专业性能的Trailhawk高性能四驱
版引入国内，是Jeep大切诺基家族史

上迄今为止最强悍的车型。Trailhawk
高性能四驱版搭载2014-2016年曾三
度蝉联“全球十佳发动机”的3.0TD
V6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179kW/3600rpm，而扭矩则达到惊人
的 570Nm/2000rpm ，综 合 油 耗 仅
8.1L每百公里，百公里加速时间为
8.2s，公路性能的强大毋庸置疑。

新车标配全真皮内饰包裹，而且是
百万级以内的豪华SUV中，唯独配备全
新Laguna高级真皮座椅的车型。（张煜）

5月15日，“劲擎万里 巅峰试
驾”瑞风S7进藏长测川藏线车队在
成都开启入藏征程。同一时间，瑞风
S7进藏长测滇藏线、青藏线车队也
分别从昆明、西宁发车，兵分三路向
西藏进发。

川藏线车队是瑞风S7进藏长测
的先锋车队，自5月初在上海出发后，
经过4000多公里长途试驾顺利抵达
成都。从上海到成都，途经三峡大坝
过程中，大雨的“侵袭”显示出瑞风S7
优秀的密封性和防噪音功能。而恩施

40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上，瑞风S7也
表现出了超强的动力和稳定性能。

“白金动力”1.5TGDI发动机动
力充沛，采用了缸内直喷、涡轮增压、
DVVT三大主流技术，将以强劲高效
的动力翻越沿途高山，稳定的发动机
性能也能更好应对海拔高度落差。同
时，瑞风S7搭载了诸多智能装备，其
中，HDC陡坡缓降系统、EPB电子驻
车制动系统及Auto hold自动驻车系
统的配备，对车辆应对川藏线海拔落
差更多一份保障。 （刘爱妮）

5月11日，2017BMW儿童交通安全
训练营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开营。作为
开展13年之久的BMW标志性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训练营将以“大手拉小手，安
全总动员”为主题，在持续关注儿童交通
安全的基础上，发布“BMW好司机”文
明交通倡议，倡导成人驾驶员文明出行，
更好地为儿童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未
来5个月，训练营将陆续登陆杭州、贵阳、
沈阳、长沙。

在开营仪式上，华晨宝马汽车有限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博士与
BMW经销商、车主、员工代表一起，发
布了“BMW好司机”文明交通倡议。
BMW将积极号召经销商、车主及员工
参与“BMW好司机”系列线上宣传与线
下体验活动，倡导文明出行，提升车主文
明驾驶意识，共同促进儿童交通道路安
全。该活动始于BMW，却不止于BMW，
运用热门的社交媒体，鼓励大众参与，以
图片或短视频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文明
驾驶行为，践行文明出行承诺。

（刘爱妮）

5月13日，以“抢试博越@欧洲”为
主题的吉利博越智能互联鉴赏会活动
在成都空港试驾体验中心拉开帷幕，
来自成都及周边地区的近300名用户
及媒体参与。通过静态体验、动态试乘
和竞品对比等对博越智能安全和智能
互联进行了全方面的展示。

车主通过进入车型静态体验区，
亲身领略了吉利博越“智能舒适”的
亮点；还用点歌、问导航、查股票、闲
聊等方式，让驾驶者体验了一切驾驶
外行为改由语音控制替代的“智能互

联”的便利；媒体和用户还参与了博
越盲测测试，体验了用车衣蒙住博越
前后挡风玻璃和四侧玻璃，完全通过
液晶显示屏的360全景倒车影像系统
完成倒车入库动作，以及在突遇前车
减速或急停的情况下，进行点刹报
警，和自动刹停功能，充分展示了吉
利博越的智能驾驭和智能安全性能。

此次抢试博越@欧洲——吉利
博越智能互联鉴赏会活动，还将陆续
在济南、哈尔滨、苏州、杭州等城市陆
续展开。 （夏厦）

5月10日，以“夜赏·感知城市创
享者生活形态”为主题，广汽本田冠
道240TURBO媒体试驾会在时尚都
市气息浓郁的重庆举行。广汽本田全
新大型SUV冠道自上市以来累计订
单突破4万台，市场反响热烈。广汽本
田今年3月发布了冠道240TURBO，
售价22万元起。

上世纪80年代在全球经典赛事
F1中，迈凯伦－本田车队使用本田的
1.5T发动机在16个分站中获得了15个

分站第一，提前6站锁定世
界冠军。经过多年进化与锤
炼，冠道240TURBO搭载
的正是Honda最新研发的
SPORT TURBO 1.5L高
效率涡轮增压发动机，燃烧
效率高达38%，是目前全球
热燃效最高的一款涡轮增
压发动机。配以CVT无级
变 速 器 ，最 大 功 率 达 到 142kW/
5600rpm，最 大 扭 矩 达 到 243Nom/

2000-5000rpm，具有超宽的最高扭矩
范围（2000-5000rpm）。 （夏厦）

北欧豪华挑战德系传统
沃尔沃S90胜算几何

去年12月，沃尔沃全新S90长轴
距豪华轿车正式在中国上市 ，以
36.98万元的起步价突入豪华行政级
轿车市场， 欲打破德系三强的垄断
格局。这款先后获得“2016红点设计
大奖”和“日内瓦车展年度量产车设
计大奖”的北欧豪华代表之作，凭什
么对既有的中国豪华行政轿车市场
带来有力冲击。

作为沃尔沃回归豪华行政级
别轿车市场的一款信心之作， 全新
S90的亮点很多 ， 但最核心的是对
“豪华”的定义做出了划分———豪华
分两种， 一种是独具魅力的北欧豪
华，一种是其他。

不止是加长，“以人为尊”才能
更豪华、更舒适、更健康

在沃尔沃看来，豪华并不仅仅
只是轴距加长、配置丰富、看上去上
档次，斯堪的纳维亚的豪华理念是
“以人为尊”，从客户的角度出发，
去达到更豪华、更舒适、更健康、才
是第一位。

“我们确信北欧豪华和中国精
英阶层的审美观念有着许多的共同
点。”沃尔沃汽车集团设计高级副总
裁托马斯·英格拉特先生说。当前，
中国社会正在回归传统价值观，人
们逐渐摒弃肤浅、奢侈的事物，转而
追求内心的充实和愉悦。

S90长轴距轿车从设计之初，就
当作一款全新车型来开发，继承了T8
车型雍容典雅高贵的设计理念，同时
深刻调研和洞察中国商业领袖们对

行政级豪华体验日益提升的需求。其
轴距加长120毫米，全部用于后排，带
来超大后排空间，再配合为中国用户
量身定制的舒适和豪华配置，让用户
充分感受到北欧独特的细腻关爱。
“健康”一直被作为沃尔沃的

标签植根于用户心中，同样，在S90
长轴距轿车上，透过几个小点上就
可以窥见这是一款将“健康”理念
渗透到每一处细节的“艺术品”。
骨科医生参与设计的人体工程

学座椅，提供完美脊柱贴合，座椅发
泡硬度做了更柔软的调配，乘坐感
更为舒适；前排座椅具有16向独立
调节功能和45种电动按摩组合，就
像随车配备的专属按摩师。
特别为中国市场开发的升级版

车内空气质量系统（IAQS），采用高
效过滤PM2.5的加强版滤芯，带有负
离子发生器，并通过能智能检测外
部空气质量、风量、温度和光照的高
级四区空调，确保清新空气输送到
车内。同时严格控制车内使用材料，
内饰织物达到了婴儿可接触级。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多项“黑科技”加持
除了“以人为尊”的设计理念，

全新S90还在技术上做到 “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
全新S90长轴距豪华轿车的“心

脏”是屡获“沃德十佳发动机”殊荣
的Drive-E发动机，首发T4低功率和
T5高功率两个发动机版本。T5版百
公里加速仅为7.2秒；T4版以每百公
里6.9升的综合油耗傲视同级。值得

一提的是：S90长轴距轿车百公里时
速下制动距离仅35米，媲美法拉利
高性能跑车。这种强劲的动力表现
和卓越的驾驶性能，颠覆了人们对
行政级别轿车的传统印象。
同时，S90长轴距轿车有多项

“黑科技”加持，三项全系标配可谓
“良心之作”———标配时速可达130
公里的第二代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只
需将手放在方向盘上，不论高速公路
快速行车还是城市走走停停的拥堵
路况，都能让驾驶简单从容；标配
SENSUS智能车载互联系统，9英寸高
分辨率触控中控屏，与12.3英寸TFT
数字仪表盘以及HUD抬头显示系统
实现了三屏联动；标配第三代城市安
全系统，不仅全天候自动监测前方汽
车、自行车和行人，更配备交叉路口
自动刹车功能和大型动物探测技术。

是国产，亦供全球市场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与其它品

牌在中国实行的“国产化”完全不
同，沃尔沃在中国的制造基地是全
球制造和供应链体系的一部分，与
瑞典Torsland、比利时根特工厂以及
正在建设中的美国工厂一样，大庆
工厂、成都工厂都是沃尔沃的全球
性制造基地，中国制造的沃尔沃全
新车型将不仅满足本土市场需求，
还将供应美国和欧洲等全球主要市
场，大庆工厂向美国出口的全新S90
长轴距版豪华行政级轿车，首批400
余辆将在本月与美国消费者见面。
此前成都工厂制造的沃尔沃S60L已
有多批出口美国。 （刘爱妮）

试驾新捷达1.5L自动豪华版
从皮实到运动 新捷达给生活加点滋味

2017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
发布“BMW好司机”文明交通倡议

强大到骨子里
2017款Jeep大切诺基成都上市

瑞风S7进藏长测三线齐发
川藏线15日从成都出发

实力彰显智能互联SUV领先优势
抢试博越@欧洲——智能互联鉴赏会成都站开幕

璀璨夜驰，与冠道共赴感官盛宴
试驾广汽本田冠道（AVANCIER）240TUR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