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1日，梅赛德斯-奔驰
全新 GLE 运动 SUV 及新一代
GLE SUV以“一骑绝尘，尽纵横”
之势登陆蓉城，掀起西区十城联
合上市系列活动的高潮。梅赛德
斯-奔驰GLE运动SUV及新一代
GLE SUV两款车型，基础售价分
别为86.8万元和77.8万元。

“2015年是名副其实的梅赛
德斯-奔驰SUV年，我们相继推
出了全新 GLA SUV，全新 GLE
运动 SUV 和 GLE SUV，日前在
广州又上市了全新 GLC SUV，
各具特色的全新 SUV 车型给喜
欢奔驰的客户带来更多样化的
选择。”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西区总经理刘云

良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贴近市
场的方式，将这些车型带给西区
客户。因此此次针对 GLE 家族，
我们在西区十个城市联合当地
经销商伙伴分别举办联合上市，
总计将超过 3000 位客户直接参
与活动。这是我们践行‘精准营
销，深度体验’的营销策略、让客
户深入感受奔驰产品魅力的重
要举措之一。” （刘爱妮）

这几年什么车型最火，当然是SUV！如果现在哪个车企旗下
没有一款SUV车型都不好意思出来混，每个月上市的新车中总
少不了好几款SUV，从小型到大型涵盖各细分市场，近期就有以
下多款重磅SUV车型面市。

SUV，车市不变的主旋律

11月19日，北京奔驰引入国
产的GLC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
5 个版本车型，官方指导价 39.60
万-57.90 万元，基本和前代车型
GLK保持一致。

作为老款奔驰GLK的换代车
型，国产奔驰GLC启用了全新命
名方式。新车的外形与海外版基本
一致，全新家族化风格让新车看上
去更加时尚，并放弃了老款奔驰
GLK略显粗犷的风格。新车的长、
宽、高分别为 4656mm/1890mm/
1685mm，轴距为2873mm。相比老
款奔驰GLK，新车尺寸增加明显，
特别是后排空间。

作为全新换代车型，国产奔
驰GLC的配置水平得到大幅度升
级。新车配有LED头灯、碰撞预防
辅助系统增强版（CPA Plus）、换

挡拨片、驾驶模式选择、分段式全
景天窗、自动感应雨刷、电动折叠
外后视镜、后排座椅靠背电动放
倒以及自动泊车辅助等配置。部
分高配车型还提供有无钥匙启
动、内饰氛围灯和增强型限距控
制系统等。

国产奔驰GLC搭载一台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并根据不同车
型采用 3 种调校版本。其中 GLC
200 车型最大功率 135kW，GLC
260 车型最大功率 155kW，GLC
300车型最大功率180kW，不再使
用GLK 300上的6缸3.0L自然吸
气发动机。传动部分，新车首次匹
配了9速自动变速器，综合油耗相
比 GLK 的 7 速变速器大幅降低。
此外，国产奔驰GLC全系均匹配
4MATIC全时四驱系统。

11月22日，雷克萨斯全新RX举办了“新视界、新世
界、驰骋天地、征途人生”的成都上市发布会”。全新RX
此次推出全混动科技和涡轮增压两款动力系统、共8款
车型，售价为41.8万~86.9万。

家族化纺锤形格栅在全新雷克萨斯RX车身上得到
更舒展的演绎，配合犀利并充满科技感的 L 型矩阵式
LED远近光照明大灯，营造出过目不忘的前脸造型。车身
侧面凌厉的腰线、全新设计的悬浮车顶，以及可更换装饰
件的个性化轮毂，用创新设计语言表达出全新RX开放、
包容的设计理念。全新RX秉承LEXUS雷克萨斯品牌的
匠心精神，让每一项科技创新，都传递出以人为本的温
度。豪华SUV级别中领先的超大全彩抬头显示器，信息集
成丰富，方便驾驶员及时获取车速、导航、警示提醒等驾
驶相关信息。全球首次应用于量产车型的激光雕刻工艺，
表达金与木相生相克的独特哲学美感。 （刘逢源）

在广州车展上，斯巴鲁推出包括全新 Legacy 力狮
2.5i全驱荣耀版、新款Outback傲虎2.5i运动导航版和豪
华导航版、Forester 森林人 2.5i 特装纪念版、SUBARU
XV2.0i特装运动版、WRX STI、SUBARU BRZ自动版
等在内的多款精品代表车型。其中新款 Outback 傲虎
2.5i运动导航版和豪华导航版最新增配了斯巴鲁智能安
全套装（包括斯巴鲁后方盲区监测预警系统SRVD、远
光灯辅助系统HBA）等预防碰撞安全系统，强化了预防
安全性能，同时保持销售价格不变，使性价比大幅提升。
Forester森林人2.5i特装纪念版通过加装18英寸高光泽
铝合金轮毂等配置，既强化运动风格，又凸显个性化外
观；在内饰方面，新增中控台面板碳纤维风格装饰、高级
多功能彩色显示器带皮质遮光板，在提升品质感的同
时，充分体现出豪华运动风尚。 （刘逢源）

东风悦达起亚联合起亚汽
车（中国）携最强阵容登陆羊城，
共计22款车型为观众带来一场
汽车视觉盛宴。其中，东风悦达
起亚城市SUV KX5首次亮相。

东 风 悦 达 起 亚 全 新 城 市
SUV KX5即将于明年初正式上
市。

KX5承袭“Design Kia”设计
理念精髓，以未来视野洞悉潮流

趋势，通过时尚动感的外观设计
演绎年轻风范，匠心独运的细节
处理彰显不凡品味。同时，KX5
以空间、动力、安全、配置上的领
先优势打造更加快意的驾乘体
验。KX5 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4，
470 mm、1，855mm、1，660mm，
轴距达到2，670mm，胜人一筹的
车身不仅带来大气从容的视觉
观感，更营造宽适自在的品质空
间；革新升级的 1.6T-GDI 发动
机+7速双离合变速器动力系统
默契天成，强劲动力加速释放狂
野激情；质量更轻、强度更高的
超高张力钢板在车身的大幅运
用，与先进安全科技配置为成就
C-NCAP 超五星级安全保障打
下坚实基础。 （夏厦）

本届广州车展上，广汽三菱与进口三菱旗下的新帕
杰罗·劲畅、新劲炫以及2016 款全新进口欧蓝德、2016
款进口帕杰罗4款车型悉数登场，各显风采。其中，于8
月上市的 2016 款全新欧蓝德在本次车展上再添新成
员，2.0L两驱5座加值版全国荣耀上市。

为推动三菱汽车在中国的事业进一步发展，广汽集
团与三菱自动车、三菱商事将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关
系。广汽三菱将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整合三菱汽车进口
车业务，进口三菱将成为广汽三菱100%子公司，并继续
作为三菱进口车业务的总代理，至此，广汽三菱也将拥
有三菱自动车生产的进口汽车产品在中国的独家总代
理权。本次广州车展上，广汽三菱发布了未来5年车型
导入计划，2016年-2020年，广汽三菱将连续为中国市
场引入十款三菱新车型（含改款车型）。 （桑田）

广州车展
特别报道

混 时代

对于GLC，我是有情怀的，因为其前代车型GLK一直是我
的奋斗目标，在GLC还未上市前，我一直为不能在GLK停产前
买一部而懊恼。不过，当这个继承者真正来到之后，虽然GLC的
外观已不是我最中意的复古造型，但新平台、新内饰带来的体
验确实让人愉悦，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应该向前看。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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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截至昨日，成都商报发起的
2015“生态秋摄大奖赛”已收到了
数百幅精彩作品。目前，“生态秋
摄大奖赛”进入关键环节，投票通
道已开通，并将于 11 月 30 日晚
23：55截止，最终的一二三等奖将
根据人气排名决出。现在开始拉
票打榜，只要人气足够高，就有机
会拿到九寨天堂洲际大饭店住宿
券、黑水旅游套票、雅安神木垒门

票等总价值4万元的系列大奖。
■如何投票

打开成都商报客户端，进入
活动频道在“随手拍红叶”栏目点
开投票文章，点击文中紫蓝色投
票按钮“我要投票”，按提示操作
即可投出你的宝贵一票。
■投票周期

11月24日10时至11月30日
23时55分

■投票规则
成都商报客户端是唯一投票

平台，活动期间每个手机号码可
投一票。还没下载成都商报客户
端？很简单，三种方法都只需半分
钟就搞定：A.在苹果 App store 或
安卓各类应用市场搜索“成都商

报”，然后按提示下载安装注册；B.
扫描文末二维码下载安装注册；
C.（最便捷的一种！）投票窗口开
启后，进入投票页面点击紫蓝色
投票按钮“我要投票！”，根据弹窗
提示操作下载安装注册。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张漫

意大利托斯卡纳来蓉“拉客”

日前，意大利蒙特普奇诺 Montepulciano 市长亲自
率队来到成都，详细推介了托斯卡纳南部地区的旅游资
源，并现场呈现了最新出炉的旅游线路。

其中，美酒之旅将会引领游客们亲尝蒙特普奇诺最
为称颂的DOCG级别的贵族葡萄酒，并在此过程中了
解它背后的深厚底蕴；美食之旅将是品尝本土特色美
味的绝佳机会：特级初榨的橄榄油、蜂蜜、绵羊奶酪、松
露，以及面食一应俱全；养生之旅将健康的理念贯彻到
旅行中，游客将体验天然温泉的滋养，跟随导游的脚步
感受舒适从容的步行线路；电影之旅则有机会重回在该
地区拍摄的经典电影中的场景；还有艺术及历史之旅，
游览古堡古迹、博物馆等。 （王荣）

闭馆修复近三年 三苏祠春节前开馆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眉山旅游局获悉，经过近三年
的闭馆修复，三苏祠将于春节前开馆。据悉，眉山市4A
景区三苏祠的保护维修工程是国家文物局“4.20”地震
灾后文物保护维修重点工程，工程自2013年8月1日启
动以来，历时近三年，投资近亿，对古建、园林、桥梁、山
体、水系、展陈、消防、安防等进行了全面修缮，是三苏祠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维修。根据建设进度，三苏祠博
物馆拟于2016年1月28重新正式开馆。

眉山旅游局还以“走进新眉山寻找新体验”为主题，
推出了“东坡文化·东坡味道”、“峨眉拜佛·洪雅度假”、天
府新区（眉山）环线游三条眉山旅游线路及产品。（王荣）

张家界来蓉“卖”雪景

以“赏雪景·品民俗”为主题的2015张家界冬季旅
游产品推介会日前在蓉举行。据悉，张家界部分景区在
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实行冬季优惠
票价，各星级饭店、社会饭店、客栈等在此期间原则上实
行挂牌价3—7折优惠，对冬季航班也出台了相应的奖
励政策，用以吸引全世界更多的游客冬季来到张家界赏
雪景、品民俗。与此同时，张家界还根据游客们的不同需
求制定了“品年味，购年货”、“土家‘过赶年’”、“土家元
宵灯会”等冬季活动，让此期间来张家界旅游的游客们
充分感受到张家界少数民族不一样的年味。 （王荣）

西藏故事摄影展亮相香格里拉

“西藏故事·我心中的香格里拉”摄影展日前在成都香
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据悉，此次展出的摄影展作品是从中外
摄影爱好者和专业摄影师的西藏题材作品中筛选后脱颖而
出的，表达了摄影人对优雅、自然、宁静、神秘、迷人和关爱的
香格里拉的感悟，展示西藏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王荣）

成华区中老年柔力球交流活动筹备中

由成华区桃蹊街道社区教育学校与蒙牛焕轻系列牛
奶共同发起的“健康人生，焕轻相伴——成华区中老年柔
力球交流活动”定于12月1日在桃蹊路举行。柔力球结合
了传统太极的传统精髓，可以使颈、肩、腰、腿得到均衡全
面的发展，有利于中老年人强身健体。

本次活动旨在向更多中老年人传递健康、积极、向上、
活力的生活理念，把焕轻牛奶“让年轻继续”的品牌理念传
递到千家万户。焕轻系列牛奶是蒙牛乳品研发中心推出的
一款面向中老年人群的满足健康需求的高端功能乳品，让
中老年群体始终保持年轻活力，轻松享受健康生活。（李晶）

感恩节，火鸡大餐吃起来

感恩节，这虽然不
是国人的传统节日，却
是饕餮的绝佳借口。借
着这个契机，看看漂洋
过海的火鸡在餐桌上
演绎怎样一番风味，来
一顿美味的火鸡大餐
吧。要知道，美式火鸡
内有乾坤哟。肚子里塞
满各种蔬果为主的馅
料，外皮涂以黄油和盐
粒，肉香里有果香，果
香里夹杂了肉香，香喷
喷的大餐是感恩节的
绝对主角。

成都尼依格罗酒店的行政
总厨、来自感恩节发源地美国的
大厨约书亚，将带来一套独具美
国风味的感恩节晚餐。与传统放
在煤石上烤的火鸡相比，欣厨这
次在烹调方法上烤出了新意。先
用卤水腌制火鸡，让它更加入味
柔软，再用真空低温烹饪锅烤制
火鸡，锁住水分。

价格：11月26日感恩节晚
餐268元+15%服务费/位

美国大厨的烤制火鸡
地点：成都尼依格罗酒店欣厨餐厅

焦香四溢的传统火鸡、丰盛的
珍味海鲜、精致的日本料理、令人
垂涎的甜品等美食，成都富力丽思
卡尔顿酒店香荟全天候餐厅，感恩
节主题晚餐非常适合你向所爱之
人表达深深谢意，共筑一段难忘回
忆。你还可以跟着酒店行政总厨杜
天一先生，亲手为至亲好友们制作
一顿感恩节火鸡大餐。

价格：11月26日感恩节晚
餐398元+15%服务费/位

焦香四溢的传统火鸡
地点：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

香荟餐厅

火鸡肚子里塞上各种调料
和拌好的食品，以面包作填料
以 吸 收 从 中 流 出 来 的 美 味 汁
液，整只烤出，切片与亲朋分
享。这里不仅有行政总厨特别
准备的慢烤火鸡、蜜汁约克火

腿、巴西腌制鸡腿、烤南瓜等感
恩节经典食物，还有饼房大厨
精心制作的包括南瓜派在内的
感恩节主题甜点。

价格：11月26日感恩节晚餐
288元/位

蓉咖啡推出了地道的传统
美式家宴。精心布置的长桌，浓
郁美式风情的装饰，和家人共聚
餐桌前，在亲密无间的环境中感
受温馨的家庭式服务，和琳琅满
目的自助美食。除了烤火鸡外，
行政总厨闻建德还将带来国际
美食盛宴：海鲜台的鲜虾、花蟹；
日式料理台各色刺身、寿司、手
卷和天妇罗等。

价格：11月26日感恩节晚
餐188元起+15％服务费/位

春天庭刺身精选、波斯顿
牛油果龙虾沙拉、意大利蔬菜
汤、法式煎鹅肝为感恩节套餐
拉开了帷幕。选自寒冷海域的
波士顿龙虾，肉质嫩滑细致，搭
配具有森林奶油之称的牛油
果，肉质鲜甜之余多出一丝醇
厚之感。牛排则采用澳洲金奖
农场进口M3和牛西冷，搭配应
季蔬菜，滋味更是馥郁。

价格：11月26日感恩节晚
餐268元/位

传统美式家庭自助晚宴
地点：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

蓉咖啡西餐厅

池畔边品味慢烤火鸡
地点：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际大饭店天堂岛池畔餐厅

鲜美多汁的秘制牛排
地点：仁和春天酒店春天庭餐厅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生态秋摄大赛奖”开始投票
来商报客户端票选你心中的“最美红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