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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用实力说话 向年轻进
化”第三代C5在成都上市，当天首批购
车客户也在现场举行了交付仪式。

作为东风雪铁龙品牌年轻化的
最新力作，传承雪铁龙高端血统，第
三代C5携三重进化二十八项升级焕
新而来，为驾乘者打造全新的舒适驾
享体验。有着雪铁龙引以为傲的底盘
技术，第三代C5新一代AMCS大师
级平顺底盘，长途不累、弯道不飘、簸
路不颠，成就多重路况皆宜的舒适享
受。第三代C5的全新La-maison唯享

座舱带来“家一般享受”的座舱体验。
现在购买第三代C5还能享受多

重优惠：“驾享升级上市礼遇”送全额
购置税，最高金额超17000元；送三年
五次保养，售价约3000元“，四川消费
者还可专享10000元大礼包，实际购
车成本在14.99万元起。对于存在金
融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第三代C5还
提供了贴心的金融服务。”百龙“轻松
贷信贷产品，比普通信贷产品月供低
50%，而两成起的超低首付，更让消
费者购车无压力。 （张煜）

6月30日，全新奥迪A5家族在乌
镇上市，作为奥迪家族高档运动轿
跑车型，本次上市共11款不同配置
车型，包括Sportback（四门）、Coupe
（双门）、Cabriolet（敞篷）和S5车型，

价格区间为39.80万元至80.38万元。
十年前，初代奥迪A5上市之时，

同级别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而如今
的宝马4系和奔驰C级Coupe都成为
了奥迪A5的劲敌，所以毫无疑问，全
新一代A5就承担起了奥迪品牌回归
入门级豪华轿跑市场的重任。

全新A5最明显的变化来自外
观，新车较老款营造出了更强的攻
击性，包括最新家族式的多边形进
气格栅、棱角分明的前保险杠、全新
的尾灯造型等等。

其次是新车重量相比上一代车
型大幅削减，官方称全新奥迪A5采
用了新型车身材料、电子技术以及
底盘结构等，这一套全新的轻量化
方案都旨在提高新车整体的操控性
和经济性。

内饰造型则基本沿用了新A4的
设计风格，区别在于新车配备了全
新的多功能方向盘、8.3英寸独立中
控液晶屏以及新的换挡机构。

（刘爱妮）

6月28日，2017年中国生态汽
车评价（C-ECAP）结果正式公布，
广汽本田新雅阁锐混动凭借101.78
分的优异成绩荣获白金牌最高评
价，并刷新了该评价体系的历史最
高分。其中，在综合油耗、尾气排
放、车内噪声三项重点指标中，新

雅阁锐混动均获满分！这也是继
2015 年 获 得 金 牌 评 价 的 锋 范
（CITY）之后，广汽本田又一“高环
保评价生态车型”。

中国生态汽车评价基于汽车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从“健康、节
能、环保”三个方面对汽车产品进
行生态性能评价，包括车内空气
质量、车内噪声、有害物质、综合
油耗、尾气排放五项基础评价指
标，以及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
用率核算报告、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和零部件生命周期评价报
告三个加分项。

作为“绿色环保”先行者，新
雅阁锐混动搭载Honda超高效能
SPORT﹒HYBRID（ 锐 ﹒混 动 ）
i-MMD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该
系统能根据不同行车路况，实现

“EV行驶模式”、“混合动力行驶模
式”和“发动机行驶模式”的无缝
切换。 （夏厦）

夏天，本应是令人嗨皮的季节。
但诸如视线盲区、并线剐蹭、雨天视
野不清等问题也让不少潜在的危险
都埋伏在这多变的天气中。如何在
夏季酷暑、多雨天更安全地驾车出
行？北京现代新名图在智能科技、安
全配置方面做得面面俱到，为你盛
夏的行车出行保驾护航。

新名图采用了带车载空气净
化系统的双区独立控制自动空
调，并集成离子发声器，加之后排
的空调出风口，仅需按下一个按
键，车内的空调滤芯和离子发生
器将协同作用。不仅能适时为车

内所有人员提供舒适温度，同时
亦能有效清除高温下车内产生的
有害气体，营造更清新的车内空
气，让你在夏日出行的路上远离
酷热与焦灼。

而在舒适性上，新名图搭载智
能钥匙一键启动系统，可实现轻松
解锁车门及启动车辆功能，减少酷
暑及下雨天因繁琐操作带来的焦
躁；此外，后备箱感应自动开启功
能可在车辆锁闭状态下，自动感知
身在车尾的智能钥匙，实现后备箱
自动开启，免去你在骄阳似火下翻
找车钥匙的烦躁。 （夏厦）

6月28日，观致汽车推出《疯狂的
观致》汽车直播秀节目，为消费者创
造独特的购车体验。《疯狂的观致》由
每周3场直播和一场周六《疯狂大爬
梯》组成，将借助明星大咖+网络红
人的影响力，通过互动、答疑、侃车等
花式直播与带队试驾、到店体验等全
国路演，展开一系列符合年轻人口味
的线上、线下新玩法。

节目组将从购车用户中抽取5个
家庭，参加下期的《疯狂大爬梯》。北京
能量与腾讯视频为《疯狂大爬梯》独创
了一座六层立体停车楼，届时，挑战者

需通过益智闯关，每通过一关，便可继
续答题以冲刺更高奖项，免费把观致
车型开回家，甚至可获百万豪礼。

观致汽车首席执行官刘良博士表
示：“随着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者
越来越懂汽车，观致汽车正在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观致汽车产品积累了良
好的品质口碑，观致逸云在车联网方
面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产品设计获
得德国红点大奖。为了抓住未来的市
场机遇，我们将加快实施2.0战略，立志
做一家变革型公司，在智能网联和自
动驾驶等领域突破创新。 （刘爱妮）

6月30日，我们与路虎全新一代
发现一起，驶向被誉为四川越野地
标的彭州坦克基地。这里不只是简
单的泥土路，还有长期堆砌的雨水，
深坑洼塘，让众多越野爱好者却步
的绝望坡等。

进入越野路段前，我们手动将
车辆底盘调高，最多可比正常高度
升高75毫米。这样，我们就可以大
胆的撒野了。得益于路虎第二代全
地形反馈适应系统，它会以每秒
500 次的速率进行车况实时监控，
经由系统智能化筛选出最合理的
路况驾控模式，包括驱动力的控制
以及底盘高度的自动调节，驾驶者
只需控制好方向盘，轻踩油门即
可；当然也可以根据驾驶者的需
求，手动选择驾驶模式以及悬架高
度。此外，全新一代发现还会通过
一系列传感器，实时收集四轮轮速
差数据，智能判断车轮是否出现打
滑失衡状况，将扭力提供给具有附
着力的一侧车轮，让车辆保持最佳
稳定状态。

在坡度极大的绝望坡，即便你是
新手，也不用胆怵，只需要打开路虎
创新的全地形进程控制（ATPC）系
统，设定好时速，将油门和刹车交给
电脑去控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方
向盘的操控上即可。 （刘爱妮）

东风雪铁龙第三代C5上市
在四川购车专享1万元大礼包

全新奥迪A5轿跑家族上市

第三代C5上市现场

广汽本田新雅阁锐混动
荣获C-ECAP白金牌评价

夏季行车烦恼多？新名图SAY NO

探索的心 试驾路虎全新一代发现

《疯狂的观致》玩出汽车营销新花样

广告

北美销冠级别的诱惑
看全新一代CR-V之进阶

自从2017上海车展上
全新一代CR-V在东风
Honda展台大放异彩之
后，不少人就开始对北美消
费者们羡慕嫉妒恨了，谁
让人家更早一步尝鲜了
呢？别急，作为本田旗下的
代表作，想要在中国这个
全球第一的市场上亮相，
当然要做好充分准备。今
天我们多方收集了一些海
外车型的资料，让大家先看
看全新一代CR-V到底有
哪些让人惊叹的变化，就算
是一道开胃菜吧！

全新一代CR-V的外观变化非常
明显，有媒体已经给其冠以了“本田极
美SUV”的称号，看来满意度相当之
高。从前脸看，最新的家族式设计理念
让人印象深刻，六边形前进气格栅造
型，配合全新设计的LED日行灯、LED
前雾灯，让前脸更加大气；而雾灯外部
轮廓则加入了L形镀铬进行装饰，再加
上机舱盖两侧和前后轮眉的凸出勾勒，
整体看上去更加紧致、富有力量感。立
体式的LED尾灯搭配18英寸轮毂和双
排气管让车身尾部动感十足。

全新一代CR-V的尾部设计看上
去更加复杂，几乎找不到现款的影子，
D柱上的尾灯造型非常别致，中间横贯
式的镀铬装饰+车标也很富有本田风
格，下方左右两侧排气管的布局也是首
次在CR-V上出现，不仅更加动感，而
且也更容易赢得年轻人的青睐。

变化的不止是外观设计，在尺寸方
面全新一代CR-V也更显威武，整体车
身相对于现款更长、更宽、更高，同时轴
距也有所加长。在海外媒体的试驾视频
中，也强调了这一变化可以为后排乘客
提供更好的腿部空间，舒适度可以得到
显著提升，当然同步提升的还有承载能
力，这一变化也让全新一代CR-V可以
继续保持空间优势。
而在内饰方面，根据海外评测中的

信息可以看出新车基本延续了现款的
布局，但用料更好，更显精致。与上一代
不同的是，大面积的皮质和软性材质覆
盖，触感上更加舒适。中控台的大尺寸
触摸屏幕，以及与思域类似的液晶仪表
盘，看起来科技感十足。虽说关于即将
上市的东风本田CR-V的内饰目前曝
光的并不多，但随着海外车型的信息不
断曝光，都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全新一代CR-V车型将搭载1.5T
发动机的车型，这款发动机与目前第
十代思域上的应该基本一致，海外媒
体评测后均认为可以媲美现款的2.4L
自然吸气发动机。全新的底盘可更好
的过滤颠簸，再加上CVT变速器和更
加舒适的座椅，这辆CR-V可以让你拥
有极致T动力的同时，还能享受舒适的

驾乘体验。
那么，在实际体验中全新一代

CR-V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专业汽
车杂志MotorTrend经过试驾给予了评
价，“全轮驱动的新车0-60英里加速只
需要7.5秒，加速成绩很好⋯⋯由于选
择了CVT变速箱，在这个级别的SUV
中，CR-V给你更直观的感觉就是在城
市中行驶非常平顺。静音水平也得到了
提升。”

“从60-0英里每小时的35.4米制动
距离，和出色的燃油经济性，都足以证明
2017款CR-V有了很大的进步。”是的，并
不官方，但是也足以让人满意。

目前，从海外流传的信息和东风
Honda的重视程度上来分析，全新一代
CR-V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价值感必
然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相信超过150
万的CR-V铁粉们肯定已经翘首以盼了
吧！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好消息不久即
将到来！

更精致+更大
全新一代CR-V二者得兼

难以T代的魅力
当然是涡轮增压


