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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借助广州车展的“主场”，广汽
传祺首款C级旗舰轿车GA8盛装登
场。传祺GA8定位为“高端行政商务
座驾”，作为一款向奥迪A6L、红旗
H7等合资、进口中高级“叫板”的产
品，传祺GA8采用超豪华舒适宽体
设 计 ，车 身 长 超 5 米 、轴 距 长 达
2907mm，达到国际C级豪车的标准
尺寸，将彰显气度的尊享座舱与豪
华稳健的简约造型完美融合在一
起，尽显“高端行政商务座驾”的王
者风范。 （刘逢源）

在SUV市场中，自主品牌长安汽车在近年的
态势可谓异军突起。本届广州车展，有着小型
SUV市场“黑马”之称的长安汽车全新SUV——
CS15首发亮相，预计2016年3月正式上市。CS15
是长安旗下一款小型SUV，定位于CS35之下，进
一步完善了长安汽车的产品谱系。在动力配置
上，长安CS15将搭载一台EA系列的1.5L发动机，
最大功率79kW，峰值扭矩145牛·米，匹配5速手
动变速箱，与此同时，CS15匹配的双离合变速箱
将后续推出。2510mm的轴距及后排座椅放平的
宽适灵活空间设计，不仅保证了多达39处的储物
空间，同时在丰富的设计层次中，也保证产品的
驾乘空间。 （桑田）

11月20日，广州车展首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英伦
传奇汽车品牌——上汽MG名爵，在广州迎来“品牌年”
的完美收官。MG名爵英国旗舰店开张的消息，拉开了当
天活动的序幕，这也意味着MG名爵全球化战略进一步
深化落实。今年，新MG6在泰国上市后，深受年轻潮人青
睐，并成为泰国时尚座驾风向标。英国旗舰店开幕后，将
使全球更多向往速度与激情的年轻人感受到MG名爵的
竞速魅力。随后，“Shake Run无乐不跑”广州收官站也在
车展现场进行了招募。今年年初，MG名爵发布了全新品
牌定位“My Glamour魅力·绽放”，由此开启了“品牌年”
的序章。之后，MG名爵不仅通过丰富多样的品牌活动，
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更让全球车迷在活动中亲身体验
MG名爵打造的Dream Car——今年推出的两款SUV名
爵锐腾、MG 3SW“大小S”，见证品牌引以为傲的运动基
因与赛道文化。 （桑田）

依然英伦风：
MG名爵开张英国旗舰店

11月18日，吉利汽车在广州车展前夕正式发
布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蓝色吉利行动”，
开启了吉利汽车新能源发展的新纪元，公司将加
快从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并致力于成为
中国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公司。

“蓝色吉利行动”的核心内容包括率先承诺提
前全面实现2020年国家第四阶段企业平均5.0L/百
公里燃油消耗限值；实现消费者用传统汽车的购车
成本购买插电式混动汽车的梦想；实现到2020年新
能源汽车销量占吉利整体销量90%以上；其中，插电
式混动与油电混动汽车销量占比达到65%，纯电动
汽车销量占比达35%；在氢燃料及金属燃料电池汽
车研发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实现新能源技术，智
能化、轻量化技术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夏厦）

江淮乘用车交出亮眼成绩单：1~10月累计销量27.6
万辆，同比增长86.4%。预计到11月底，江淮年初提出的
30万辆年销量目标就将告实现，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
月。但江淮并未满足于此，面对日益明显的市场消费升
级趋势，江淮在本届车展发布了B级轿车瑞风A60。在江
淮意大利设计研发团队的操刀下，瑞风A60拥有中高级
轿车的大气高颜值，最大的亮点在于搭载了江淮核心动
力领域的最新研发成果——1.5TGDI+6DCT“白金传动
系”。近日，江淮6DCT双离合变速器通过了国家权威机
构的鉴定，认定为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使“白金传动
系”更具含金量。 （刘爱妮）

有众筹咖啡厅、火锅店的，
还没听过众筹汽车！广州车展
上，北汽福田集团就带来了国
内首款“众筹定制”型SUV萨瓦
纳。据悉，通过与国内最大最专
业的越野玩家聚集地——越野
e族的合作，由用户对“萨瓦纳
众筹定制版”的配置、车身包
装、颜色、价格等提出意见，所
有改装配置均在出厂前就已经
完成，不会存在验车、非法改装
等不必要的问题。 （刘逢源）

此次广州车展，北京
汽车推出了其首款A级
SUV绅宝X55。作为一款
家用型SUV，绅宝X55在
舒适性方面同样可圈可
点。2650mm超长轴距配
合出色人机工程学设计，
带来同级别最优的宽大
空间。同级独有的1.25㎡全景天窗、6向调节全包覆式真皮座椅、双区独立恒温空
调、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等温馨实用配置，让人畅享汽车生活。跻身合资水准的
隔音降噪加上远优于GB/T2763国家车内空气质量标准的健康内饰，都为绅宝
X55带来最舒适驾乘体验。此外，为“刚毕业、刚工作、刚结婚”的“三刚人群”量身
打造的任性轻松SUV——北汽绅宝X25的炫酷登场，并正式启动预售。新车共计
推出5款车型，预售价5.58万~7.68万元。 （刘逢源）

我的SUV是众筹的：
福田萨瓦纳

两兄弟齐上阵：
北汽绅宝X55、X25

高端行政商务座驾：
传祺GA8

买自主品牌的看过来

“黑马”家族中的小兄弟：
长安CS15

拥抱新能源：
“蓝色吉利行动”发布

江淮发布B级轿车：瑞风A60

广州车展
特别报道

混 时代

一提起怀远，四川人都知道
远近闻名的“怀远三绝”，这三
绝指的是三种四川省非常著名
的汉族传统小吃：叶儿粑、冻糕、
豆腐帘子。由于地质与水质原
因，同一主厨用同样的方式在其
他地方却做不出这 “三绝”，因
此产区也主要集中在怀远镇。
2009年，“怀远三绝”被列为四川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次活动的
最后一站，大家就来到了崇州怀
远镇当地资格最老的餐馆大快
朵颐。
在前往怀远镇的路途中，我们

设置了对试驾车辆在操控性、加
速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体验。全新
凯美瑞在操控性方面，除了继续
保持灵敏的动力响应与出色的操
控性之外，凯美瑞运动版车
型———凯美瑞骏瑞增加了更专业
的运动化设计，让操控乐趣再次
得到显著提升，满足追求新锐人

群对时尚动感汽车的需求。在造
型上，除了配有更显运动风范的
尾端扰流板外，还采用了独特的
黑色网状进气格栅。此外，凯美瑞
骏瑞增配了带压力平衡装置的动
态平衡稳定杆，除了提升车辆在
极限状态下的稳定性，还能提升
日常行驶质感。新增的高度灵敏
的加挡控制系统，能在S挡实现极
速顺畅的加、减挡反应。而D挡拨
片主动控制功能，即使在D挡仍
能进行挡位切换，让驾驭快感一
触即发。

此外，全新凯美瑞家族中的
混合动力车型———凯美瑞双擎也
参与了此次试驾活动，其表现依
然占据动力科技制高点，凭借发
动机与电动机两个强大的引擎无
缝协同，以2.5L排量实现媲美3.0L
的动力和1.3L的油耗，它的百公
里加速只要8.8秒，百公里油耗仅
5.3升。 （刘逢源）

和凯美瑞一起发现生活中的“非遗”艺术
广汽丰田全新凯美瑞对比试驾会亮相蓉城

“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
创新”是成都这座城市的精神。
在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
成都，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或诗词歌赋、或音乐歌
舞、或精湛技艺、或传统民俗，在
这里传承发展、生生不息。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五届成
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
亮相，让参观过的市民无不叹为
观止。然而，“非遗”绝不仅仅是
纸面上的文字，更多的是生活中
的艺术。11月14日，广汽丰田全
新凯美瑞与市面上多款主流中
高级轿车一起组成的车队，带领
数十位市民在成都平原上开启
一段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奥秘
的“芯动”之旅！

蜀绣集中于四川成都，在
晋代被称为蜀中之宝，并与苏
绣、湘绣、粤绣齐名，为中国四
大名绣之一。蜀绣历史悠久，
早在汉代就已誉满天下。到了
宋代，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
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
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清朝中
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
2006年，蜀绣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遗产名录。
本次“芯动·非遗之旅”

的第一站，我们来到素有“蜀
绣之乡”美誉的成都郫县安
靖镇。在这里，刚刚举行了声
势浩大的“第五届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分会场
开幕式暨第四届郫县安靖国
际刺绣艺术节。在蜀绣文化风
情街，两边坐落着数家声名远
扬的绣坊，每间绣坊里典藏着

大量蜀绣精品，而无数心灵手
巧、正在飞针走线的绣娘们更
是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前往目的地蜀绣博物
馆路程中，既有路况平整的省
道，也有路况复杂的城镇道
路。在这些多样的综合路况
中，更能试出一辆中高级车的
舒适性以及在嘈杂环境中的
静音效果。而在舒适性方面，
全新凯美瑞将其对乘客的贴
心，提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

它采用360度全面降噪技术和
特定频率噪音源消除技术，甚
至为了降低玻璃升降的噪音，
连玻璃刮水器的形状也重新
设计，实现媲美雷克萨斯的静
谧性能，让驾乘者如同置身于
宁静的森林。新增座椅加热功
能，在行车过程中进行暖身
⋯⋯再加上丰田车一如既往
舒适的底盘调校，整个旅途始
终让人拥有好心情。

位于古城镇内的“成都川菜
博物馆”，不仅囊括了几乎所有
川菜的精华，更有多达十余种
“非遗”的名酒名菜。在这里，大
家不仅参观了博物馆收藏的川菜
古董精品，观看厨师演示川菜制
作技艺的同时，还大人小孩一齐
上阵，亲身参与了磨制豆花、酿制
郫县豆瓣、腌制泡菜等传统工艺
的制作过程。

而对于试驾体验来说，我们
设置了节油比赛的环节，同样的
综合路况，一眼就能看出谁才是
中高级车节油王？全新凯美瑞

2.0L车配备了丰田最新、最先进
的双喷射系统直喷引擎，拥有包
括 D-4S双 燃 油 喷 射 系 统 、
VVT-iW可变气门正时智能广角
系统、水冷EGR废气再循环系统
和超高压缩比的4大核心技术，使
得油气在高压下燃烧更彻底，充
分挖掘每一滴燃油的潜力。凭借
难以复制的技术优势，全新凯美
瑞2.0L车型最大扭矩达到199N·
m/4600rpm， 最 大 功 率 达 到
123kw/6500rpm，综合工况油耗
则降至7.0L/100km。

第二站：成都川菜博物馆———郫县古城镇
试乘试驾体验项目：节油效果

第三站：“怀远三绝”———崇州怀远镇
试乘试驾体验项目：操控性能、加速动力第一站：蜀绣之乡———郫县安靖镇

试乘试驾体验项目：驾乘舒适、静音效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